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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檢測是呼吸系統疾病診斷的重要組成部份，

廣泛應用於呼吸內科、兒科、職業病評定等各個領域[1]。

在常見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

診斷和療效評估當中，肺功能檢測和結果判斷更是必不

可少[2]。肺功能參數FEV1%Pred，FEV1/FVC%等的正常值

是評價肺功能不可缺少的參考依據。如果正常值選用錯

誤，可使臨床診斷發生偏差，誤將正常的受試者診斷為

異常，或將異常的肺功能漏診，延誤對疾病的診斷和治

療，臨床意義尤為重要。肺功能正常值受地區、環境和

氣候等因素影響，因此應選取同人種、同地區、同生活

環境的人群作為比較參考值。目前本院肺功能實驗室採

用上海的預計值，人群為上世紀80年代末，將年齡等作為

參數設定的[3,4]。隨着人群營養狀况的逐步改善和身體素

質的提高，測定儀器不斷更新，測定方法不斷改進，各

項肺功能參數的正常值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

我們有必要對澳門華人肺功能正常值範圍進行調查。

澳門地區健康成人常規肺通氣功能測定及正常參考值範圍探討

張曉戰 張振榮* 程鯤 董綺虹 梁婷芝 馮芝軒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cwcheung918@gmail.com

基金項目：澳門科技基金(014/2010/A)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特點，建立適合本澳健康成人的肺通氣

功能預計值公式和正常參考值範圍。  方法 2011~2012年通過宣傳招募到387例無吸煙史的

本澳健康成年華人，通過詢問病史、行心電圖、胸片等檢查，最終362例符合條件納入研

究。對362例納入者行肺通氣功能檢測，指標包括FEV1、FVC、FEV1/FVC等，將所得的實測值

分別與年齡(A)、身高(H)、體重(W)等行相關分析，同時進行多元逐步線性回歸分析，得出

預計值方程式；並與臨近地區預計值進行對比。  結果 建立了華人的FEV1、FVC、FEV1/FVC

的預計值公式；通過與其它地區預計值對比發現，FEV1%Pred，FVC%Pred的正常參考值≥80%，

而FEV1/FVC%實測值的正常參考值≥72%，若取FEV1/FVC實測值佔預計值的百分比則女性≥84%，

男性≥91%更適合本澳華人人群。  結論 新建立的肺通氣功能預計值公式及正常參考值範圍

更適合澳門人群，建議推廣應用。

【關鍵詞】肺通氣功能；預計值公式；正常參考值

A study of Macao reference values of spirometry parameters for non-smoking healthy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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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predictive equ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of spirometry 

parameters for Macao healthy adults.  Methods   We measured spirometry with Jaeger Masterscreen 
instrument in healthy subjects (n=362; female 183, male 178) aged from18 to 78 year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Multiple regressions and linear regressions were carried out with SPSS 17.0 to identify 
the best equations of spirometry parameters using height, weight, age as potential predictors�   Results  
Macao predictive normal equ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were generated and compared with current 
published equ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When FEV1% Pred≥80%, FVC% Pred≥80%, EV1/FVC≥72%, 
(EV1/FVC)% Pred≥84% in female and≥91% in male, the false positive rates were the lowest.  Conclusion   
The newly developed predictive equations of spirometry parameters and reference value might be more 
suitable for Macao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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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資料

入選標準：澳門華人；年齡18歲以上；暨往無嚴

重心肺和其他全身性疾病史，特別是無哮喘、肺結核、

胸膜炎、反複發作的毛細支氣管炎等病史；近4週內無

上、下呼吸道感染史；從不吸煙；無職業性暴露於有害

氣體或粉塵工作史、工作居住環境物嚴重污染；胸廓

發育正常、胸部體檢無異常；體重在正常範圍內（變

異<預計值的15%）。剔除標準：不符合入選標準；試驗

過程中不配合，依從性差。25歲~65歲人群每間隔5年設

定1個年齡段，18歲~24歲及>65歲人群各設定為1個年齡

段，各年齡段人數等比分佈。

二、方法

1.儀器：選用德國Jae g e r公司生產的Mas t e r-

Screen肺功能測定儀；每日測試前以3L標準容量筒對儀

器進行容量校正，所測數值校正為BTPS狀態；壓力測定

值每月標化一次，確認在可接受範圍。

2.測試方法：要求受試者坐直，頭保持自然水平。

肺量計檢查需夾上鼻夾（或用手夾住鼻孔）。牙齒咬緊

接口器，舌頭不能堵塞咬口器，保證口角和鼻孔不能漏

氣，並松解過緊的腰帶、胸帶和衣服等。技術員向受試

者解釋測試的目的，並作必要的演示。受試者的呼氣動

作：平靜呼吸，後經接口器深吸氣至完全，突發呼氣、

即盡可能快的最大用力呼氣、起始無猶豫，繼續均勻和

完全的呼氣，呼氣過程無中斷，無咳嗽，受試者應繼續

主動地、盡可能長地呼氣，呼氣完全後立刻測定吸氣

相，同樣應盡最大努力並吸氣至完全。肺功能儀上的監

測：流速容量曲線顯示患者呼氣達到最大努力，PEF尖

峰迅速出現，外推容量<5%FVC或0.15L，呼

氣相降支曲線平滑，若受試者呼氣時間<6

秒，其時間容量曲線須顯示呼氣相平臺出

現且超過1秒。流速－容量環應閉合，EVC

及IVC相似。重複性測定：測定過程中要

求受試者至少測定3次（一般最多不超過8

次），可接受的測試中，最佳值與次佳值

兩者間差異少於100ml；結果報告：報告各

次FVC和FEV1中的最大值，其餘數值以FVC

＋FEV1最大且曲線平滑的該此測量值為最

佳值，報告該次測試的所有資料[5]。

3.測定項目：用力肺活量(FVC)、一

秒量(FEV1)、一秒率(FEV1/FVC%)。

三、統計學處理

將所有資料登錄電腦，男女性分別統計，並比較

性別差異對肺功能的影響。建立全樣本人口的FVC、

FEV1、FEV1/FVC%的正常預計值方程：以各實測指標作為

方程式的因變數，以年齡(A)、身高(H)、體重(W)及其

變換型（指數方程、二次項方程等）和結合型的參數

（BMI、AW、HW、AH等）作為方程式的參數，以SPSS17.0 

for windows統計軟件計算方程式，作多元線性逐步回

歸，建立線性多元回歸方程。選擇複相關係數(r)值最

大而標準誤(sx)最小的方程式，若r及sx相近者則選擇

少元、簡單的為預計公式。與臨近地區的預計值進行比

較，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一般資料：2011年1月~2012年12月共招募

到387人，符合入選條件362例，其中男179例，女183

例，年齡18歲~78歲（具體見表1）。表1顯示年齡、體

重、FEV1/FVC%男女不同性別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

P>0.05)。身高、FEV1、FVC則男性均高於女性，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均P<0.05)。

二、年齡、身高、體重與FEV1、FVC、FEV1/FVC%等

肺通氣功能指標的相關性分析（見表2）：表2顯示FEV1、

FVC與年齡、身高相關性最高，其次為體重；而FV1/FVC%

與年齡最為密切，其次為身高，而與體重無相關性。

三、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數FEV1、FVC、

FEV1/FVC%的預計值公式：應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選

取複相關係數值最大且簡單的公式，FEV1、FVC、FEV1/

FVC%的預計值公式（具體見表3）。

表1.澳門健康成人一般資料對比（x̅ ±s）
組別 例數(n) 年齡(y) 身高(cm) 體重(kg) FEV1(L) FVC(L) FEV1/FVC(%)

女 183 44.46±13.1 155.33±5.86 56.46±9.37 2.29±0.43 2.81±0.46 81.38±5.97

男 179 41.42±13.2 168.33±5.99* 68.28±8.17 3.35±0.54* 4.14±0.58* 80.83±5.15

t 0.13 -2.62 -1.13 -32.35 -35.32 0.12

*注：和女性組比較，P<0.05。

表2.年齡、身高、體重與FEV1、FVC、FEV1/FVC% 等肺通氣功能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FEV1 FVC FEV1/FVC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年齡 -0.775** -0.696** -0.618** -0.563** -0.516** -0.576**

身高 0.553** 0.678** 0.628** 0.694** 0.086 0.210*

體重 0.118 0.312** 0.200* 0.357** -0.111 0.012

注：**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在0.05水準上顯著相關。年齡的單位為年(y)，身高的單位為
釐米(cm)，體重的單位為千克(kg)。FEV1和FVC的單位為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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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

數實測值與不同地區預計值的相關性比

較（見表4）：由表4可見，澳門健康成

人肺通氣功能參數實測值與澳門預計值

相關性最高，其次為香港；相關性最弱

女性為上海，男性FEV1和FVC為臺灣，

FEV1/FVC%為上海。

五、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

數FEV1、FVC實測值與不同地區預計值

正常值範圍及假陽性例數對比：比較

兩種不同計算方法的正常值下限(lower 

limit of normal, LLN) 與假陽性人

數，一種採用正態分佈法的95%參考值

範圍(x ̅  1.645*s)，另一種採用百分位

數法(P5)，結果見表5，兩種方法LLN基

本一致。一秒量實測值佔預計值的百分

比(FEV1%Pred)、用力肺活量實測值佔

預計值的百分比(FVC%Pred)正常值界定

在>80%，除女性組ESCS的假陽性比例為

10.53%，超過5%外，餘均在5%以內。而

應用澳門預計值的假陽性人數及比例最

低。

六、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數

FEV1/FVC%實測值與不同地區預計值正常

值範圍及假陽性例數對比：FEV1/FVC%實

測值兩種方法的LLN>72%，假陽性比例為

女性組3.5%，男性組3.4%。而當FEV1/FVC%

實測值的LLN>80%；或FEV1/FVC%實測值佔

預計值的百分比>92%時，假陽性率明顯

增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6。

討 論

澳門是一個約60餘萬人口的小城，

與香港、廣東省比鄰，華人為主。人口

祖籍與香港、廣東類似，身高、體重、

體格較中國北方人群矮小[6]，而肺功能指

標與種族、身高等密切相關，目前澳門

應用的預計值為20多年前根據上海市區人

群建立的，對於臨床診斷有一定影響。

本研究根據澳門華人人群建立了肺通氣功

能參數FEV1, FVC, FEV1/FVC%的預計值公

表5.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數FEV1、FVC正態分佈法與百分位法實測值與不同地區
預計值正常值及假陽性例數比較

項目
正態分佈法(x̅ 1.645s) 百分位法(P5) <80%假陽性比例

n(%)x s LLNn(%) 假陽性比例n(%) LLNn(%) 假陽性比例n(%)

FEV1%Pred

女 澳門 95.89 9.82 79.74 0(0) 80.34 0(0) 0(0)

香港 102.48 10.55 85.15 8(4.4) 85.49 8(4.4) 0(0)

廣州 98.82 10.67 81.27 3(1.8) 82.25 8(4.4) 3(1.8)

臺灣 99.39 10.07 82.82 14(7.9) 83.55 14(7.9) 6(3.5)

上海 95.05 10.42 77.91 5(2.6) 79.12 8(4.4) 11(6.1)

ECSC 91.91 9.92 75.59 3(2.6) 76.49 8(4.4) 19(10.5)

男 澳門 103.04 8.92 88.37 4(2.2) 90.34 8(4.5) 0(0)

香港 103.64 9.05 88.75 6(3.4) 90.11 8(4.5) 0(0)

廣州 99.69 8.76 85.28 6(3.4) 86.63 8(4.5) 0(0)

臺灣 96.43 8.90 81.79 8(4.5) 81.77 8(4.5) 2(1.1)

上海 95.45 9.00 80.66 6(3.4) 82.28 8(4.5) 4(2.2)

ECSC 94.70 8.32 81.01 6(3.4) 82.30 8(4.5) 4(2.2)

FVC% Pred

女 澳門 101.72 10.59 84.30 6(3.5) 86.38 8(4.4) 2(0.9)

香港 104.46 11.00 86.40 8(4.4) 88.16 8(4.4) 0(0)

廣州 101.58 11.90 82.00 6(3.5) 83.09 8(4.4) 3(1.8)

臺灣 99.10 10.40 81.99 8(4.4) 83.35 8(4.4) 6(3.5)

上海 99.94 11.57 80.91 8(4.4) 81.57 8(4.4) 5(2.6)

ECSC 101.58 11.90 82.00 8(4.4) 83.09 8(4.4) 3(1.8)

男 澳門 99.50 8.60 85.35 2(1.1) 86.59 8(4.5) 0(0)

香港 105.95 8.70 90.87 4(2.2) 91.92 8(4.5) 0(0)

廣州 101.81 8.98 87.04 4(2.2) 87.67 8(4.5) 0(0)

臺灣 100.04 8.84 85.50 4(2.2) 86.33 8(4.5) 0(0)

上海 97.79 8.52 83.77 8(4.5) 83.77 8(4.5) 0(0)

ECSC 95.71 8.44 81.83 4(2.2) 82.41 10(5.6) 2(1.1)

注：x為均數，s為標準差。(x ̅1.645s)為正態分佈的單側95%正常值範圍；(P5)為百分位法的95%正常值範
圍。LLN為正常值下限(lower limit of normal)；n代表假陽性例數，(%)代表假陽性百分例數。ECSC指歐洲
煤炭和鋼鐵協會。

表3.澳門健康成人肺通氣功能參數的預計值公式

係數 年齡 身高 體重 r r2 SD

女 FEV1(L) -0.066 -0.023 0.20 0.005 0.833 0.694 0.24

FVC(L) -1.890 -0.017 0.033 0.005 0.762 0.580 0.31

FEV1/FVC(%) 97.416 -0.379 - - 0.516 0.266 8.23

男 FEV1(L) -3.646 -0.023 0.047 - 0.856 0.733 0.28

FVC(L) -4.513 -0.018 0.056 - 0.791 0.626 0.36

FEV1/FVC(%) 90.162 -0.228 - - 0.576 0.332 4.24

注：年齡的單位為年(y)，身高的單位為釐米(cm)，體重的單位為千克(kg)。r指相關係數；

r2指複相關係數；SD指標準誤差。FEV1和FVC的單位為升(L)。

表4. 肺通氣功能參數實測值與不同地區各預計值的相關性比較(r)

澳門實測值 澳門預計值 香港預計值 廣州預計值 臺灣預計值 ECSC預計值 上海預計值

女 FEV1（L） 0.833* 0.825* 0.821* 0.827* 0.821* 0.820*

FVC（L） 0.762* 0.754* 0.751* 0.755* 0.751* 0.751*

FEV1/FVC(%) 0.623* 0.626* 0.566* 0.620* 0.566* 0.533*

男 FEV1(L) 0.857* 0.852* 0.850* 0.831* 0.850* 0.832*

FVC(L) 0.793* 0.791* 0.785* 0.776* 0.785* 0.793*

FEV1/FVC(%) 0.576** 0.538** 0.536** 0.540** 0.536** 0.469**

注：*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ECSC指歐洲煤炭和鋼鐵協會推薦的預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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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過與不同國家地區的預計值比較發現，FEV1%Pred, 

FVC%Pred的正常參考值≥80%，而FEV1/FVC%實測值的正常參

考值≥72%，若取FEV1/FVC實測值醫預計值的百分比則女性

≥84%，男性≥91%更適合澳門華人人群。

FEV1, FVC均與年齡呈負相關(r介於-0.56~-0.78)，

與身高呈正相關(r介於0.55~0.69)，與體重呈弱正相關

(r介於0.12~0.36)，和香港[7]、臺灣[8]、廣州[2,9]、上

海[3,4]及歐美學者[10]的發現一致。將FEV1和FVC的實測

值與上述地區的預計值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女性最為密

切相關的是臺灣，其次為香港，最後為上海；男性依次

為香港、廣州。排在第一位的則是澳門預計值。

不同年齡、性別、身高、體重的人，其肺功能指

標的實測值差異很大，只用實測值無法進行人與人之

間的橫向比較，因此在臨床實際應用中，習慣用實測

值佔預計值的百分比(實測值/預計值×100%)來解釋肺

功能的結果。其中預計值即為通過參考方程而獲得的

正常參考值。一般健康青年個體的變異約為2個標準差

(SD)，約等於20%，根據正態分佈法計算正常預計值範

圍為80%~120%之間，但對於高齡者可能誤差增大。因

而ERS推薦選用正常值下限LLN來區分正常人和疑似患

者。一般習慣將LLN設在5%範圍，因而95%的健康人群

落在正常範圍內，但這樣界定可能會導致5%假陽性的

存在。在判斷肺通氣功能是否正常時，需要用FEV1、

FVC佔預計值的百分比(FEV1%Pred，FVC%Pred)或LLN來

判斷[11]。全球肺創議組織(global lungs 

initiative) Quanjer等[12]建議應用P5界定

LLN，因為他發現較傳統的均數-1.645*

標準差（x ̅ 1.645*s）的假陽性率低，也

較應用固定比值80%的假陽性率低。本

研究則發現應用P5的LLN與(x ̅ 1.645*s)
的LLN女性FEV1%Pred分別為80%/80%，男

性則分別為90%/88%；FVC%P r e d女性為

84%/86%，男性為87%/85%；假陽性比例

依次為0/0, 4.5%/2.2%; 4.4%/3.5%；差

異無統計學意義。而統一取值80%的假陽

性率也無統計學差異。說明澳門華人按

照FEV1%Pred≥80%，FVC%Pred≥80%設定正

常參考值仍然可行。這與香港[7]的研究

一致。2012年全球肺創議組織Quanjer等

利用LMS法建立了單一的適用於3歲~95歲

的全年齡段肺通氣功能參考公式[12]，華

人人群選自2001~2003年的香港華人，1990~1993年的臺

灣華人，以及2000年後的內地華人，但並未包括澳門人

群。是否適用澳門人群還有待進一步臨床觀察。

FEV1/FVC%預計值主要與年齡相關，這與臺灣Wen-

Hary Pan等[8]的研究結果一致。香港[7]的除了年齡，還

與身高負相關。而上海[1]的則與年齡、體重均相關。

FEV1/FVC%國際上未定義正常參考值範圍[11]，內地學者

有些建議取值≥80%[2]，有些建議≥92%[13,14]。GOLD[15]及

內地COPD指南[16]則將FEV1/FVC%<70%作為COPD診斷的必

要條件之一。本研究發現，FEV1/FVC%的LLN在男性和女

性中，用百分位法和正態分佈法均為72%，假陽性率女

性依次為6.1%，3.5%；男性均為3.4%；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與國外學者[17-19]認為FEV1/FVC%取LLN較取固定值

70%較為準確不同。但是若統一取值80%、92%的假陽性

率則明顯增高，分別高達24.6%、99.1%。

總之，新建立的澳門成人肺通氣功能預計值公式可

能更適合澳門人群，FEV1、FVC的正常參考值≥80% Pred, 

FEV1/FVC%的正常參考值≥72%也仍然適用澳門人群。

穆魁津, 劉世婉. 全國肺功能正常值彙編. 北京: 北京醫科大學中國

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 1990:86. 

鄭勁平. 肺功能學—基礎與臨床. 第一版. 廣州: 廣東科技出版社. 

2008:58-6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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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澳門健康成人肺功能參數FEV1%FVC正態分佈法與百分位元法實測值與不同地區
預計值正常值範圍及假陽性例數比較

FEV1%FVC
正態分佈法(x̅ 1.645s) 百分位法(P5) <80%假陽性例數

n(%)
<92%假陽性例數

n(%)x s LLNn(%) 假陽性比例n(%) LLNn(%) 假陽性比例n(%)

女 澳門實測 81.38 5.97 71.56 6(3.5) 71.94 11(6.1) 77(42.1)

澳門 93.12 5.47 84.12 8(4.4) 84.16 8(4.4) - 77(41.2)

香港 98.31 5.62 89.06 9(5.3) 88.80 8(4.4) - 22(12.3)

廣州 97.65 6.65 86.71 6(3.5) 87.02 8(4.4) - 38(21.1)

臺灣 96.97 5.56 87.82 8(4.4) 87.71 8(4.4) - 32(17.5)

上海 96.70 5.54 87.59 9(5.3) 87.33 8(4.4) - 37(20.2)

ECSC 90.81 6.18 80.64 6(3.5) 80.93 8(4.4) - 104(57.0)

男 澳門實測 80.83 5.15 72.36 8(4.5) 72.24 8(4.5) 76(42.7)

澳門 100.02 5.20 91.47 12(6.7) 90.64 10(5.6) 14(7.9)

香港 97.96 5.24 89.34 10(5.6) 88.54 8(4.5) 24(13.5)

廣州 98.07 5.27 89.40 10(5.6) 88.02 8(4.5) 26(14.6)

臺灣 96.52 5.19 87.98 10(5.6) 87.33 8(4.5) 34(19.1)

上海 98.11 5.56 88.96 10(5.6) 87.40 8(4.5) 24(13.5)

ECSC 99.12 5.33 90.35 12(6.7) 88.96 8(4.5) 16(9.0)

注：x為均數，s為標準差。(x ̅1.645s)為正態分佈的單側95%正常值範圍；(P5)為百分位法的95%正
常值範圍。LLN為正常值下限(lower limit of normal)；n代表假陽性例數，(%)代表假陽性百分例
數。ECSC指歐洲煤炭和鋼鐵協會。<80%指FEV1%FVC的實測值<80%時的假陽性例數及假陽性百分例
數；<92%指FEV1%FVC實測值與不同國家地區預計值比值<92%時的假陽性例數及假陽性百分例數。

（下轉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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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肝膿腫是臨床較為常見的急性化膿感染性疾病，

治療不及時容易出現感染加重甚至危及生命，近年來發

病率有上升趨勢，且病死率仍較高，死亡原因主要為感

染性休克或敗血症[1]，尤其對於同時存在糖尿病、高血

壓、心腦血管等內科疾病的老年患者，可能存在更高的

死亡率。隨着超聲介入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微創治療觀

念的普及使細菌性肝膿腫的治療策略發生了極大變化，

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術(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PCD)成為細菌性肝膿腫一種新興的診療方

案[2]，以其創傷小、治癒率高、安全性高等優點，由原

來的輔助治療地位逐步轉變為目前臨床治療細菌性肝膿

腫的首選治療方法[3]。本文對2011年4月~2016年6月本

院接受診斷和治療的細菌性肝膿腫39例患者進行超聲引

導下介入治療，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11年4月~2016年6月超聲及CT診斷肝膿腫39

例，男19例，女20例，年齡15歲~95歲，平均年齡63.5歲。

31例有發熱、肝區疼痛、食欲不振、乏力等全身症狀；其

中17例合併糖尿病，9例合併膽囊結石，8例合併膽囊炎。

【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療肝膿腫的臨床應用價值。  方

法 回顧性分析本科在2011年4月~2016年6月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療肝膿腫患者39

例，觀察其療效及併發症。  結果 39例中38例穿刺置管成功，置管成功率97.4%，其中35例

經置管引流後臨床症狀及體征消失，超聲複查肝內膿腔消失，血常規白細胞總數和中性粒細

胞數正常，痊癒率達89.7%(35/39)，2例因引流不暢、引流管脫出改行手術治療，1例因併發

肝包膜下出血後轉院治療。本組併發症發生率為2.6%(1/39)。  結論 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

置管引流治療肝膿腫臨床療效可靠、簡便、安全、併發症少，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詞】肝膿腫；超聲引導；置管引流；介入治療

Clinical study of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in treatment of liver abscess

 LI Jun,  LI Wen Feng*,  TAM Man Pan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on liver absces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39 patients with liver abscess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in our department from April 2011 to 
June 2016,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complications were studied.   Results  Among the 3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38 cases were successful (success rate 97.4%).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and liver abscess subsided, while the white blood cells and neutrophils 
counts of 35 cases returned to normal, with a curative rate of 89.7%. Two cases required surgical treatment 
for inadequate drainage and draining tube dislocation, and 1 case was transferred to other hospital for 
complicating subcapsular liver hemorrhage.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our data was 2.6%.  Conclusion  
Ultrasound-guided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is a convenient and saf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1iver 
abscess with reliable clinical efficacy and low complication.  It is recommended for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Liver Abscess; Ultrasound-guided; Catheter drainage; Intervention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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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均經CT和超聲檢查，膿腫最大直徑3.4cm~12.0cm；

單腔36例，多腔3例；膿腫位於肝右葉25例，位於肝

左葉14例。35例有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數升高。

二、儀器與方法

使用美國GE LOGIQ9或E9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

2.5~5.0MHz，穿刺引流管選用8.5F多用途引流管，患者取

平臥或左側臥位，超聲探查找出膿腔距皮膚最短併經過一

定厚度的肝實質，並避開肺組織、肝內膽管及大血管，運

用十字交叉法定位後常規消毒皮膚，戴無菌手套，鋪無

菌洞巾，用2%利多卡因約3ml行局部浸潤麻醉，於皮膚進

針處切2mm小口，囑患者憋氣同時在超聲引導下取8.5F多

用途管穿刺，見引流管位於膿腫中部，退出針芯，送入

引流管，抽出膿液，留取標本作細菌培養及藥敏試驗，

用注射器盡量抽盡膿液，再次掃描見引流管位於膿腔內

（見圖1、圖2），行無菌外固定，接管引流。藥敏結果

未出來前選用廣譜抗菌素，糾正酸碱平衡和水電解質紊

亂，營養支持治療。藥敏結果出來後選用敏感抗生素。

結 果

本組39例患者中38例穿刺置管成功，置管成功率

97.4%，4例未抽出膿液，34例抽出膿液3ml~130ml，膿

液細菌培養結果陰性2例，陽性36例，陽性率94.7%，其

中肺炎克雷伯桿菌35例，奇異變形桿菌1例。本組患者

35例經置管引流後臨床症狀及體征消失，超聲複查肝內

膿腔消失，血常規白細胞總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正常，

痊癒率達89.7%(35/39)，兩例因引流不暢及引流管脫出

改行手術治療，1例因併發肝包膜下出血後轉院治療。

本組併發症發生率為2.6%(1/39)。住院時間6~26天，平

均14.7天。

討 論

臨床上細菌性肝膿腫特別是糖尿病併發肝膿腫並

不少見，本組39例肝膿腫患者有17例合併糖尿病，佔

43.6%，與糖尿病患者的免疫防禦功能失調，抗禦外來

細菌侵犯的能力減弱有關，也有研究表明革蘭氏陰性菌

易在高糖溶液中繁殖[4]。近年來，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

置管引流治療肝膿腫技術已基本成熟，創傷小，併發症

少，恢復快等優點得到廣大醫務工作者的認可，本研究

的治癒率與文獻報導結果一致[5,6]。本組病例穿刺成功

率較高，併發症少，分析原因，有以下幾點體會：1.嚴

格掌握適應症，對不能配合及全身情况較差，大量腹

水，穿刺針道無法避開大血管及重要臟器，有嚴重出

血傾向者，應列為禁忌症[7]；2.超聲引導定位準確，穿

刺路線的正確選擇可減少併發症，有作者認為選取距皮

膚最近的部位為穿刺部位，但也有作者[8]認為距離腹腔

太近（如膿腫在肝包膜下），近點穿刺有可能使感染擴

散，不利於引流管的固定，引流管容易滑出，造成腹腔

感染。筆者認為理想的穿刺路線應該是距皮膚最短併經

過一定厚度的正常肝實質，避開重要臟器及大血管，盡

量不經過胸腔，以免引起氣胸、膿胸；3.及時、充分引

流是提高治癒率的關鍵，有學者認為膿腫早期未完全液

化時引流效果差，且有使炎症擴散及併發出血等危險，

不主張穿刺引流[9]，但本組病例部份膿腫未液化者穿刺

置引流管後雖然引流出的膿液較少，但患者臨床症狀明

顯改變，休克患者穿刺後生命體征平穩，分析原因可能

為穿刺置管引流後，膿腫呈開放狀態，膿腫腔內壓力減

輕，減少膿細胞入血，減輕了膿毒血症，膿腫呈開放狀

態後破壞了病菌的厭氧環境，病菌的繁殖減少也可能

是其原因之一；4.置管時導管末端應到達膿腔較深的部

圖1.肝膿腫聲像圖

圖2.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術後聲像圖

三、痊癒標準

患者癥狀體征消失；白細胞計數和分類正常；膿

腔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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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適當推進在囊腔內形成一定的彎曲度，這樣導管

不易脫落，且可通過側孔引流通暢。但要注意導管不能

過深，否則將引流不暢；5.對於長期置管引流不暢，或

合併其它疾病需要手術治療者，應及時改為手術治療。

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療肝膿腫併發症

有出血、感染、膿胸、膽漏、肝破裂、膿液外滲至腹腔

等[10-12]。本組併發症發生率僅1例（佔2.6%），為肝包

膜下出血，考慮可能一方面由於患者凝血功能較差；一

方面病灶較小(3.4cm×2.3cm)，位置較深，超聲定位及顯

示針尖較困難，且患者年齡較大（72歲），憋氣配合不

滿意，導致穿刺次數較多引起。

綜上所述，超聲引導下經皮穿刺置管引流治療肝

膿腫臨床療效可靠、簡便、安全、併發症少，是一種安

全、經濟、有效的治療方法，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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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可摘局部義齒(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RPD)

是臨床修復治療中應用最廣泛的修復體之一，因此RPD

治療後引起的一系列併發症，如齲病、牙周炎、口腔潰

瘍、牙齦炎、義齒性口炎等也成為研究目標[1]。人類口

腔有適宜微生物生存的溫度、濕度、營養等有利條件，

目前已有超過700種細菌在口腔內被檢測出來[2]。在正

常狀態下，微生物之間、微生物與宿主之間保持動態的

平衡狀態，一旦平衡被打破，使致病菌明顯增高成為優

勢菌，就會導致口腔疾病的發生。

口腔中超過50%的菌群無法通過傳統的細菌培養法

識別[2]，而DGGE對口腔中致病菌，如致齲菌、牙周菌群

【摘要】  目的 臨床中可摘局部義齒(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RPD)戴入口腔後

所產生多種口腔併發症均與原有的口腔微生態平衡狀態被打破有關，本文對戴入RPD後口腔

菌群的變化進行研究，為口腔疾病的治療、預防提供參考。  方法 本文對10名成年患者和

10名健康成年人在不同時間（治療前、治療後1月、治療後6月）的3種類型標本（唾液、齦

上及齦下菌斑、黏膜菌群）進行了採集，使用變性梯度凝膠電泳（DGGE）對已擴增的目的片

段進行檢測。  結果 重複數據方差分析（ANOVA）的統計結果顯示，戴入RPD後唾液和黏膜

表面上菌群的種類數量在治療前後發生了改變。  結論 戴入RPD會使口腔菌群多樣性發生改

變，口腔菌群有向着疾病的狀態發生轉變的趨勢。

【關鍵詞】變性梯度凝膠電泳；治療前後；可摘局部義齒；口腔菌群

Variation of the oral bacterial community after wear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ZHU Xiao 1, LIU Qin 1*, WANG Miao1, SHI Lei 2

1.Oral & Maxillofacial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Objective   It is shown in clinical practice that wearing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RPD) 

has given rise to some oral diseases. The oral complications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sruption 
of the equilibrium of oral microbial ecosystem which showed shift from healthy indigenous microflora 
community towards pathogenic microbial community. We studied the changes on the oral bacterial species 
before and after wearing RP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elated oral disease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ree kinds of samples (saliva, supra- and subgingival plaques, and oral mucosal 
surfac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10-patients at three different times: before, 1-month and 6-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with RPD. Ten healthy adults were also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 (DGGE)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bacterial profiles.   Results  The ANOVA of repeated 
measurement data indicated that, in saliva and mucosal surfaces, wearing RPD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numbers of amplicons, which showed the downward tendencies.  Conclusion  Wearing the RPDs influenced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species in the oral microbial ecosystem.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oral environment 
will be changed from the healthy status towards the disease status.

[Key Words]  DGGE, Pre-and post-therapy,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Global oral bacterial 
community

可摘局部義齒修復後口腔菌群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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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根管內細菌的組成及變化具有較高的識別和分析

能力[3]。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RP D成品，凝膠成像分析系統、

MyCycler PCR儀、Complete Dcode 系統，TaKaRa DNA 

片段純化基因盒。

二、研究對象：10名患者（4男，6女）被納入患

者組中，年齡從18~55歲(35.6±11.8)。納入標準[4]，受

試者為首次接受RPD修復的患者；在治療前的3個月內以

及治療後不曾服用過任何抗生素類的藥物及漱口水；患

者餘留牙無齲壞，全口無殘根、殘冠，無曝露於口腔內

的牙髓炎或根尖周炎，全口牙結石不超過Ⅰ°，無明顯

牙齦紅腫，無牙周病史，餘留牙無鬆動；無口腔黏膜疾

病；無任何全身性系統疾病或其他惡性疾病；無酗酒及

吸煙的習慣；在戴入RPD後不改變原有的飲食習慣，嚴

格保持口腔衛生，餐後刷牙及清洗義齒，睡前清水浸泡

義齒。10名健康成年人（5男，5女）被納入對照組中，

年齡範圍從21歲~54歲(35.9±11.7)，納入標準與患者組

基本一致。

三、標本採集：患者組的受試者隨機由1到10編

號，對照組則隨機由11到20編號。兩組分別採集3種標

本：唾液標本(S)，牙表面的齦上及齦下菌斑標本(P)，

以及口腔各黏膜表面菌群標本(M)。患者組採集時間為

RPD治療前，RPD治療後1個月、6個月；對照組分為首次

採樣，1個月後及6個月後採樣。

四、基因組DNA的提取：依照QIAamp DNA Blood 

Mini試劑盒步驟分別對20位受試者共60份標本進行DNA

提取，並將提取的基因組DNA冷凍保存。

五、PCR擴增：巢氏PCR是基於兩套引物的兩輪擴

增反應，它的引物分為外引物和內引物，內引物擴增的

目的片段在外引物範圍內。本實驗的外引物為通用引

物[2]，而內引物（巢式引物）長度為296bp，DGGE引物

的GC夾子位於內引物前5'端上，長度為40bp[5]，依次序

置入PCR儀內反應，得到最後的擴增產物。

六、DGGE分析：第二輪PCR擴增產物在瓊脂糖凝膠

上電泳、染色，通過紫外透射儀確定其位置後迅速將

目的條帶切割下來，依照DNA片段純化試劑盒的步驟分

離、萃取、提純，經檢測確定標本組的擴增產物濃度相

同後，各提取20μl注入製備好的DGGE膠中，電泳完畢

後在凝膠成像儀上觀察結果。

表1.標本採集時間的DGGE條帶數量的比較(P 值)

唾液 菌斑 黏膜

患者組 0.019 0.317 0.038

對照組 0.652 0.989 0.302

注：使用ANOVA進行統計

表2.患者組與對照組DGGE條帶數量的組間比較(P 值)

唾液 菌斑 黏膜

條帶數量 0.016 0.474 0.007

線性關係 0.017 0.854 0.009

變化趨勢 0.002 0.203 0.006

注：使用ANOVA of Repeated Measurement Data進行統計

表3.三種標本在不同採集時間兩兩的比較(P 值)

患者組

A-B B-C A-C

唾液 0.014 1 0.025

菌斑 0.355 1 1

黏膜 0.08 1 0.025

注：使用Bonferroni Test after ANOVA進行統計

結 果

一、使用分析軟件自動生成患者組DGGE條帶1447

條，槽道條帶的數量範圍為7~27，均值為16.1±4.5，

健康對照組共有1530條條帶，槽道條帶的數量範圍為

11~30，均值為17.0±4.02。患者組與對照組DGGE條帶數

量的組內比較（見表1）。通過對同類型標本3次採集時

間的條帶數量進行比較後發現，患者組唾液和黏膜標本

有明顯差異，而患者組牙菌斑標本和對照組的3種標本

組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被認為沒有意義）。

二、通過對同類型標本3次採集時間的條帶數量進

行比較後發現，在唾液和黏膜標本中，患者組與對照組

相比DGGE條帶的數量隨時間而發生變化，而它們的變化

趨勢在兩組之間明顯不同。牙菌斑標本在患者組和對照

組中沒有差別（見表2）。

三、患者組的DGGE條帶數量在3個不同採集時間的

兩兩比較（見表3）。3種標本的第二次與第三次採集時

間相比(B-C)均沒有差異；唾液標本第一次採集與後兩

次相比(A-B、A-C)有明顯差異；黏膜標本在第一次與最

後一次相比(A-C)有差異。

討 論

人體口腔是一個完整而複雜的微生態系統，種類複

雜的細菌、病毒、真菌、支原體或原蟲等均能在口腔內

定植並形成共棲競爭和拮抗關係。根據結構和理化性質

的差異，可將口腔微生態分為唾液微生態系、牙面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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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微生態系和口腔黏膜軟組織微生態系三個生態區。由

於各生態區環境差別較大，其菌群的結構組成也不盡相

同。RPD修復作為一種干預治療，自戴入口腔始即會對

原微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引起菌斑在義齒基托表面的附

著；對唾液的流速及流量產生改變；影響原唾液中的PH

值及Eh值；形成新的滯留區；使牙菌斑的形成過程及菌

種構成發生變化等。

傳統的細菌培養法已經無法對複雜環境中微生物

菌群結構多樣性進行有效的分析[6]，而以分子生物學為

基礎的DGGE指紋圖譜技術在對複雜微生物環境中的優勢

及變異種群的多樣性研究具有較高的識別和分析能力，

尤其適合研究口腔複雜菌群在治療前後的動態變化、

菌群結構和多樣性的改變、細菌生長繁殖過程的監測

等[7,8]。有學者認為DGGE條帶的數目代表了菌群中細菌

種類的數量，並證實在DGGE膠中每個位置上的條帶只包

含了一種菌屬，而且在DGGE膠中同一位置的條帶屬於同

一種細菌[9,10]。

本實驗獲得了10位患者和10位健康受試者的DGGE圖

像，研究物件包括了唾液、牙菌斑和黏膜表面菌落3種

類型標本。有學者通過長達7年的監測證實，健康口腔

的優勢菌群能保持相當穩定的狀態，即使受到外界的影

響發生短暫的改變，在一定時間後口腔菌群結構仍會恢

復到原狀態[11]。在對照組中，3種類型的標本在3次採集

時間中DGGE條帶的數量均沒有顯著差異，說明在健康口

腔環境中，優勢菌群在6個月之內的種類數量沒有發生

明顯變化。

與對照組相比，患者組的DGGE條帶數量在不同的採

集時間之間有差異。通過比較後發現，在唾液標本中，

治療前的細菌種類數量與治療後1個月或6個月的細菌種

類數量均存在差異，但是在治療開始後菌群種類的數量

保持穩定。黏膜表面菌落種類的數量治療前與治療1個

月後相比沒有變化，與治療6個月後相比發生了明顯改

變，而治療開始1個月後至6個月後黏附於黏膜表面的菌

種數量保持穩定狀態。牙菌斑標本在修復治療前後菌種

數量都不發生改變。通過統計可知，在戴入RPD後口腔

中的唾液及黏膜表面優勢菌群的多樣性在減少，但並不

影響菌斑中細菌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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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的研究中發現[12,13]，口腔微生態的結構及菌

群的多樣性均和口腔的健康相關，當發生菌群結構的變

化和多樣性的降低時，尤其是致病菌成為優勢菌時，容

易引發相關的疾病。根據以上結果所示，戴入RPD後口

腔有由健康狀態向疾病狀態發生轉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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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回顧性分析在本院出生之早產兒的臨床資料，瞭解本院早產兒的發生

率，早產相關的危險因素，早產兒的各種併發症發生率等情况。  方法 應用SPSS13.0軟件

卡方(χ2)檢驗進行統計分析，分別統計早產兒發生原因及早產兒各併發症與早產兒胎齡、

體重等關係。  結果 2010年~2014年本院早產兒發生率5.1%。平均胎齡35.3週，平均出生體

重2455g，男女比為1.35:1。共有早產兒819人,以晚期早產兒最多，佔93%。以出生體重分

比>2500g者佔44.6%, 2001g~2500g佔41.2%, 1501g~2000g佔9.3%, 1001g~1500g者佔3.5%，體

重<1000g者佔1.4%。早產兒發生原因中母親方面因素佔55.4%，胎兒方面因素佔26.7%，子宮胎

盤因素佔6.3%。早產兒各併發症中，按發生率依次為黃疸(50.9%)，餵養不耐受(44%)，新生兒

感染(25.2%)，呼吸暫停(10.7%)，新生兒肺炎(9.7%)，新生兒肺透明膜病(9%)，動脈導管未閉

(5.1%)，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3.7%)，支氣管肺發育不良(3.5%)，顱內出血(3.4%)，新生兒

壞死性小腸結腸炎(2.2%)，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0.7%)、早產兒視網膜病變(0.2%)。  

結論 本院早產兒的發生原因中以母親因素最多，早產兒存活率99.5%。每年出生嬰兒人數佔澳

門地區出生人口數一半，能部份反映早產兒流行病學狀况，對本地圍早產兒流行病學方面提

供可參考之數據。

【關鍵詞】早產兒；回顧性分析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reterm infants in the past 5 years in Kiang Wu hospital 

IEONG Weng San, YE Yi Lian*,  CHAN Un Kei,  KAN Pui Kuan,  TSAI Yun Ting
Department of Paediactr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preterm infants in Kiang 

Wu Hospital to study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complications.  Methods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13.0. The risk factors for prematurity,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compared with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rematurity was 5.1% from 2010 to 2014. 
Mean gestational age was 35.3weeks; mean birth weight was 2455g.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1.35:1. The 
numbers of preterm neonates were 819; most of them were late preterm neonates. According to the birth 
weight, 44.6% were >2500g, 41.2% were 2001g-2500g, 9.3% were 1501g-2000g, 3.5% were 1001g-1500g, 
1.4% were <1000g. For the risk factors, maternal factors were the commonest (55.4%), followed by fetus 
factors (26.7%) and placenta factors (6.3%). The incidence of prematurity complications, from frequent 
to rare, were jaundice (50.9%), feeding intolerance (44%), infections (25.2%), apnea (10.7%), pneumonia 
(9.7%), RDS (9%), PDA (5.1%), TTNB (3.7%), BPD (3.5%), IVH (3.4%), NEC (2.2%), Transient 
hypothyroidism (0.7%), ROP (0.2%).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rematurity of our hospital was 
5.1%. For the risk factors, maternal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prematurity was 
99.5%. As the annual birth figure of Kiang Wu Hospital is half of Macau total,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prematurity in Kiang Wu Hospital can reflect the occurrence of perinatal conditio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of prematurity in Macau.

[Key Words]  Premature infant;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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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961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倡議，將早產定義為

妊娠滿28週不滿37週（即196~258日）間分娩者稱為早

產，此時娩出的新生兒稱為早產兒。國外統計資料顯示

早產兒的發生率在12.8%~11.6%[1]，而我國資料顯示在

5%~10%[2]。近年，本院圍產期監護及早產兒搶救技術有

所提高，為瞭解本院早產兒流行病學情况，現就本院早

產兒發生原因，早產兒各種併發症發生率及其與胎齡、

體重等關係，作為本次研究之方向。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選取自2010年1月~2014年12月於

澳門鏡湖醫院出生之早產兒作為研究對象，共有病例

819人。診斷標準：胎齡<<37週的活產新生兒[2]。

二、方法：1.系統回顧2010年~2014年5年間本院

出生早產兒病歷資料，內容包括早產兒的一般資料：性

別、胎齡、出生體重。2.對早產的高危因素，分類為母

親因素，胎兒因素，胎盤、臍帶、羊水等因素進行分

析。3.對於早產兒各種併發症在不同胎齡，不同體重組

間之發生率進行分析。

三、統計學處理：應用SPSS13.0軟件中卡方(χ2)檢

驗進行統計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為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

結 果

一、基本資料：2010年~2014年早產兒例數共819

例，按同期本院出生新生兒人數比，早產兒發生率

5.1%。平均胎齡35.3週，平均出生體重2455g，男女比

為1.35:1。

從表2看出，本院出生早產兒體重以>2500g為主，

佔整體早產兒的44.6%。

二、早產的發生原因調查

表1. 胎齡分佈表

胎齡 構成比 存活 死亡

<28週 19(2.4%) 16(84.2%) 3(15.8%)

28-32週 38(4.6%) 37(97.4%) 1(2.6%)

胎齡>32週 762(93%) 762(100%) 0

總計 819 - -

從表1看出，本院出生早產兒胎齡以>32週<37週為主，佔整體

早產兒的93%。

表2.體重分佈表

出生體重 構成比 存活 死亡

<1000g 11(1.4%) 7(63.6%) 4(36.4%)

1000g~1500g 28(3.5%) 28(100%) 0

1501g~2000g 76(9.3%) 76(100%) 0

2001g~2500g 338(41.2%) 338(100%) 0

>2500g 366(44.6%) 366(100%) 0

總計 819 - -

圖1.圖1中看到早產兒的高危因素中以母體因素為主，佔55.4%。

早產的母親因素

圖2.從圖2中看到母體因素中以未足月胎膜早破為主，佔39%，其次為妊娠糖

尿病，佔26%及感染15.5%。

母親感染例數中相關病原學分佈

圖3.從圖3中看到感染因素中，各病原之構成比，支原體佔45.9%，其次為B

族鏈球菌，佔37.1%。

三、早產的併發症分析：本組早產兒按併發症發

生率依次為黃疸(50.9%)，餵養不耐受(44%)，新生兒感

染(25.2%)，呼吸暫停(10.7%)，新生兒肺炎(9.7%)，新

生兒肺透明膜病(9%)，動脈導管未閉(5.1%)，新生兒暫

時性呼吸增快(3.7%)，支氣管肺發育不良(3.5%)，低血

糖(5.1%)、顱內出血(3.4%)，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2.2%)，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0.7%)、早產兒

視網膜病變(0.2%)。

1.各胎齡組併發症發生情况的比較

將本組早產兒胎齡由小到大分為<28週，28~32週，

胎齡>32週，共3組，通過比較發現，各組早產兒之間併

發症在新生兒肺透明膜病，新生兒肺炎，新生兒濕肺，

新生兒呼吸暫停，支氣管肺發育不良等發生率之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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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顯著差異(P均<0.001)。在餵養不耐受，壞死性小腸

結腸炎，新生兒黃疸，新生兒感染等發生率之間存在

極顯著差異(P均<0.001)。動脈導管未閉，顱內出血，

低血糖及圍產期窒息之發生率之間存在極顯著差異(P

均<0.001)。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在各組間之發

生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2.各體重組併發症發生情况的比較

根據出生體重將本組新生兒分為5組：<1000g

組，1000g~1500g組，1500g~2000g組，2000g~2500g組

和>2500g組。通過對各組早產兒的併發症比較，五組之

間併發症在新生兒肺透明膜病，新生兒肺炎，新生兒呼

吸暫停，支氣管肺發育不良等發生率之間存在極顯著差

異(P均<0.001)。在餵養不耐受，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新

生兒黃疸，新生兒感染等發生率之間存在極顯著差異(P

均<0.001)。動脈導管未閉，顱內出血，低血糖及圍產

期窒息之發生率之間存在極顯著差異(P均<0.001)。早產

兒視網膜病變在各組間發生率之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

均<0.05)。新生兒濕肺及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

在各組間之發生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

表4。

3.轉歸方面，本組早產兒共815例存活，存活率

99.5%，死亡4例，死亡率0.5%，其中3例為多器官功能衰

竭，1例無腦畸形。存活者中97.4%治癒(798/815)，好轉

0.98%(8/815)，轉院者1.1%(9/815)。

討 論

本院2010年~2014年早產兒例數共819例，按同期

本院出生新生兒人數比，早產兒發生率5.1%，顯示本

院早產兒發生率與國內外資料相仿。本院出生早產兒

以晚期早產兒最多，佔93%，比國外資料[3]多。平均

胎齡35.3週。研究組中早產兒平均出生體重2455g，

其中>2500g者最多，佔44.6%，體重<1000g者共11例

(1.4%)。男女比為1.35:1，與中國城市早產兒流行病學

調查報告中[4]數據相近。存活方面胎齡愈細，死亡率愈

高，本院<28週早產兒存活率84.2%。

本次研究提示各種危險因素中母親方面因素佔

55.4%，胎兒方面因素佔26.7%，子宮胎盤因素佔6.3%。

這與國外較多研究[5]數據近似。本次研究提示母親方面

因素依次為未足月胎膜早破(39%)，妊娠糖尿病(26%)，

感染(15.5%)，母親基礎病(9.3%)，妊高征(8.4%)，

ICP(1.8%)。胎膜早破與感染是目前國內外公認與早產

有關之高危因素，本次研究就母親感染方面作了有關

病原學方面之統計，母親胎盤培養陽性病例中，頭三

位病原是支原體，GBS，金黃色葡萄球菌。近年較多學

者認為陰道和宮頸的支原體感染與早產有關。有文獻

提示極早產(胎齡23~32週之間)中有20%發現母親生殖道

支原體陽性[6]。所以排查及預防孕期支原體感染有助於

預防早產。另一值得重視之母親危險因素是妊娠糖尿

病(GDM)，本次研究亦發現妊娠糖尿病發生率與新生兒

濕肺發生率之間存在正向關係。與國外報導妊娠GDM與

新生兒肺部併發症有關之資料相仿[7]。所以積極控制血

糖是降低GDM早產的主要措施。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症

(ICP)，近年較多研究顯示可導致早產，本次研究組顯

示佔母親因素中之1.8%。胎兒因素方面，本次研究顯示

雙胎妊娠佔主要，其次為IUGR。內地報導雙胎妊娠中

表3.各胎齡組常見併發症的比較

併發症 <28週 28~32週 >32週 χ2 P值

新生兒肺透明膜病 100% 52.6% 4.6% 297.45 <0.001

新生兒肺炎 100% 47.4% 5.6% 251.17 <0.001

新生兒濕肺 0% 47.4% 9.2% 57.36 <0.001

呼吸暫停 100% 28.9% 0% 597.51 <0.001

支氣管肺發育不良 78.9% 26.3% 0.5% 394.31 <0.001

餵養不耐受 89.5% 97.4% 40% 64.10 <0.001

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36.8% 7.9% 1% 116.50 <0.001

黃疸 89.5% 97.4% 47.6% 47.38 <0.001

新生兒感染 89.5% 92.1% 20.3% 141.14 <0.001

動脈導管未閉 57.9% 28.9% 2.6% 162.86 <0.001

顱內出血 89.5% 18.4% 0.5% 471.35 <0.001

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 0% 0% 0.78% 0.45 0.79

低血糖 52.6% 18.4% 3.3% 107.27 <0.001

窒息 57.9% 36.8% 4.6% 128.70 <0.001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5.2% 2.6% 0% 30.40 <0.001

表4. 各體重組常見併發症的比較

併發症 <1000g 1000g~1500g 1500g~2000g 2000g~2500g >2500g χ2 P值

新生兒肺透明膜病 100% 78.6% 14.5% 6.8% 1.9% 302.84 <0.001

新生兒肺炎 72.7% 64.7% 11.7% 3% 13.3% 96.61 <0.001

新生兒濕肺 0% 10.7% 6.5% 8.8% 13.6% 7.176 0.126

呼吸暫停 72.7% 64.7% 13.1% 0.29% 0% 293.56 <0.001

支氣管肺發育不良 54.5% 50% 6.6% 0% 1.1% 281.61 <0.001

餵養不耐受 72.7% 100% 90.8% 49.7% 24% 170.3 <0.001

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 27.2% 25% 7.8% 0.59% 0% 123.66 <0.001

黃疸 72.7% 100% 84.2% 51.7% 38.8% 84.40 <0.001

新生兒感染 72.7% 100% 56.6% 21.9% 14.7% 158.82 <0.001

動脈導管未閉 54.5% 50% 3.9% 3.8% 1.6% 181.6 <0.001

顱內出血 72.7% 57.1% 0% 0% 1% 425.43 <0.001

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 0% 0% 2.6% 0.6% 0.5% 4.3231 0.364

低血糖 63.6% 10.7% 5.2% 0.88% 6.8% 93.86 <0.001

窒息 72.7% 35.7% 19.7% 3.2% 4.3% 132.73 <0.001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0% 3.5% 1.3% 0% 0% 18.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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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的發病率高達50%。美國資料雙胎妊娠中早產的發

病率達56.5%[8]，且國外較多圍產中心提示，雙胎早產

兒尤其是孕35週前，圍生兒預後差於雙胎足月兒，孕

期<35週之雙胎圍生兒死亡率高達56.3%。近年本澳之雙

胎妊娠有增多趨勢，對於雙胎妊娠之終止妊娠計劃，醫

患雙方在採取醫療干預時，需要慎重考慮[9]。本次研究

中IUGR佔早產兒胎兒因素中4.1%。國外報導早產兒發生

原因中2%~4%為IUGR[5]。本組9例IUGR兒，無一合併先天

畸形或診斷先天畸形綜合征。

關於本院早產兒併發症方面，按發生率多少依次為

黃疸(50.9%)，餵養不耐受(44%)，新生兒感染(25.2%)，

呼吸暫停(10.7%)，新生兒肺炎(9.7%)，新生兒肺透明膜

病(9%)，動脈導管未閉(5.1%)，新生兒暫時性呼吸增快

(3.7%)，支氣管肺發育不良(3.5%)，顱內出血(3.4%)，

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2.2%)，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

功能減低(0.7%)、早產兒視網膜病變(0.2%)。除新生兒

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外，各併發症之發生在胎齡愈

小，發生率愈高。除新生兒暫時性甲狀腺功能減低及新

生兒濕肺外，各併發症之發生在體重愈輕，併發症發生

率愈高。在各種併發症當中，值得探討的是新生兒暫

時性呼吸增快有一定發生率，這與本院早產兒構成中

以晚期早產兒為主有關，國外報導新生兒暫時性呼吸

增快見於晚期早產兒，並在進展至呼吸衰竭以至於需

使用ECMO治療之風險較高[10,11]。本次研究亦顯示妊娠糖

尿病發生率與新生兒濕肺發生率之關係，存在統計學意

義(P<0.05)。國外資料提示妊娠糖尿病孕婦其嬰兒出現

TTNB較正常孕婦之高出2~3倍[12]，這與糖尿病嬰兒肺水

排出延遲有關，亦與糖尿病母親多需要選擇性剖腹產以

終止妊娠有關[13]。另一呼吸道併發症支氣管發育不良，

近年國內外均較關注，本次研究提示發生率3.5%，胎齡

愈小，發生率愈高，出生體重愈低，發生率愈高。本組

患兒中雖無一例因BPD致死，但有1例患兒需家居氧療至

2歲。所以就BPD影響患兒的生存質量及家人社會經濟負

擔而言，應在早產兒呼吸併發症治療上更精益求精。在

消化系統併發症上，值得探討本院之新生兒壞死性小腸

結腸炎(NEC)發生率為2.2%，較國外數據低，除與本院超

極低出生體重兒比例不多有關外，亦與本院NICU對早產

兒餵養及感染控制監護工作之重視有關。本組早產兒動

脈導管未閉之發生率為5.1%，我們總結了19例早產兒PDA

病例治療轉歸，心得是密切及動態監測臨床及超聲心動

圖，需盡早使用藥物干預效果理想。本次研究中早產與

先天畸形發生率，發生率最高為室間隔缺損0.73%，其次

為尿道下裂0.61%。

本院每年出生嬰兒人數佔澳門地區出生人口數一

半，通過本次研究回顧本院之早產兒臨床資料，能部份

反映澳門早產兒流行病學狀况，對於本地圍產醫學發展

中早產兒部份提供有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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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是世界

範圍內的公共健康問題。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顯示我國

18歲以上成年人群中CKD的患病率是10.8%[1]。而筆者在

臨床工作中經常會遇見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對於這些患

者的及早發現和及早干預有重要意義。因此，準確評估

GFR對於早期診斷CKD、及時判斷病情進展以更好地制定

治療方案和判斷療效等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目前腎小球濾過功能的評價指標可分為外源性和

內源性兩大類。前者包括菊粉和一些放射性核物質，

後者包括Cr、β-2微球蛋白(β-2mg)和視黃醇結合蛋白

(R B P)等相對低分子量蛋白質。它們都有各自的局限

性，菊粉和放射性核素物質，影響因素較少，被認為

是測定GFR的金指標；但其操作過於繁瑣，僅在實驗研

究中應用。目前臨床常用的評估GFR指標的為血清肌酐

(SCr), 尿素氮(BUN), 胱抑素C(CysC)以及基於SCr或

CysC得出的eGFR。根據2012年KDIGO指南[2]，目前腎功

能評估推薦基於Scr和CysC及其估算的eGFR。本文則就

SCr、CysC診斷腎臟病的價值進行分析，給臨床工作提

供相應的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8月~2016年2月於本院門診及住院病

人共1815人的資料，其中符合2012年KDIGO指南中GFR

於30~90ml/ml/min/1.73m2的人群作為研究組。在1815

人中符合上述標準的一共936人，年齡27歲~101歲

【摘要】  目的 探討肌酐(Creatinine, Cr)、胱抑素C(Cystatin C,CysC)在診斷慢性

腎臟病中的價值。  方法 用MDRD及EPI-CKD公式計算eGFR篩查出本院門診及住院病人中腎

小球濾過率eGFR介於30~90ml/min/1.73m2的人群作為研究對象，用診斷試驗的ROC曲線來分

別評價Cr、CysC診斷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結果 以eGFR<60ml/

ml/min/1.73m2)作為診斷CKD截點，Cr和CysC敏感性分別74.39%和85.01%,特異度高分別為

95.43%, 87.52%, Youden指數低分別為0.698和0.725。  結論 CysC在及早篩查有CKD風險的

人群較Cr有一定優勢，但特異性欠佳。

【關鍵詞】慢性腎臟病；肌酐；胱抑素C；診斷

Clinical study on kidney function marker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s

 TOU Tou, HUN Wai Chan, PENG Li*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creatinine (Cr) and cystatin C 

(CysC) levels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Methods  Patients treated in Kiang Wu Hospital whose 
kidney functions in terms of eGFR within the range of 30-90ml/ ml/min/1.73m2 were recruited. Diagnostic 
value comparison of Cr and CysC was performed using diagnostic test model with Receiver Operation 
Curve (ROC).   Results  When used eGFR<60ml/ml/min/1.73m2 as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sensitivity 
of Cr is lower than that of CysC (74.39% vs 85.01%), with a higher specificity (95.43% vs 87.52%), but 
Youden index is lower (0.698 vs 0.725).  Conclusion  CysC seems to be better than Cr in the early screening 
of CKD risk population, but with a lower specificity.

[Key Words]   Chronic kidney diseases; Creatinine; Cystatin C; Diagnosis

慢性腎臟病腎功能評估指標的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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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7+/~13.89)，其中男性496人，年齡27歲~101歲

(平均63.78+/~13.89)，女性440人，年齡30歲~100歲

(平均76.7+/~12.36)。同時排除存在急性腎損傷(AKI),

惡性腫瘤，活動性出血的情况。

二、檢測指標及方法

搜集所有入選人員的性別、年齡、血清肌酐及

CysC值，同時根據其測定的肌酐及CysC值計算其相應的

eGFR值。

血清Cr及CysC的檢測採用羅氏Cobas6000全自動生

化免疫分析儀進行分析檢測，Cr檢測方法為酶學。血清

CysC採用顆粒增強散射免疫比濁法進行測定。

三、eGFR公式：

1.基於Cr的MDRD公式[3]：

eGFR-MDRD=175×[sCr(μmol/L)×0.011312]-1.154×

年齡-0.203(女性×0.742)。

2.基於CysC的EPI-CysC公式[4]：

e G F R-C y s C=133×m i n(s C y s C/0.8,1)-0.499×

max(sCysC/0.8, 1)-1.328×0.996age[女性×0.932]。

四、慢性腎臟病的診斷標準：

2012年KDIGO的CKD診斷標準[2]：如果患者沒有臨床

症狀，尿檢異常、腎臟影像學檢查異常等慢性腎臟病依

據，用MDRD公式計算的eGFR<60ml/min/1.73m2，建議進

一步用含有CysC和Cr兩個實驗室指標的CKD-EPI公式計

算的eGFR，如果也<60ml/min/1.73m2，可以確診CKD。

五、統計學分析

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佈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

均數比較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運用

診斷試驗的ROC曲線方法分別評價Cr和CysC診斷CKD的準

確性、敏感性和特異性等指標。相關性分析分別採用

Pearson相關分析和Spearman相關分析。應用SPSS19.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 果

一、CKD和非CKD組的一般情况和eGFR值

納入研究的936人中，符合CKD標準的（聯合MDRD

及EPI公式計得GFR<60ml/min/1.73m2）CKD組有366人

(39.10%)，女性200人，男性166人，平均年齡77.3±11.72

歲。eGFR≥60ml/min/1.73m2的非CKD組570人(60.9%)，女性

238人，男性332人，年齡69.82±14.35歲；兩組分別用。

eGFR-MDRD和eGFR-EPI計算的eGFR值（見表1），用eGFR-

EPI值明顯低於eGFR-MDRD, P=0.00)。

二、用ROC曲線下面積(AUC)評價Cr、CysC診斷CKD

的效能

以M D R D聯合C K D-E P I公式的e G F R<6 0 m l /

m i n/1.73m2作為診斷截點製作R O C曲線(圖1)。C r

的AU C為0.926(95%CI:0.909~0.943), CysC的AUC為

0.934(95%CI:0.919~0.948), Z=0.686, P=0.49。Cr的敏

感度74.39%, 特異度95.43%, Youden指數0.698, 截斷

點：108μmol/L；CysC的敏感度85.01%, 特異度87.52%, 

Youden指數0.725, 截斷點1.44mg/L。CysC的敏感性、

Youden指數略優於Cr, 但Cr的特異性較CysC高(表2, 圖1)。

討 論

評估GFR最準確的方法是檢測同位素51鉻標記的乙

二胺四乙酸(51Cr-EDTA)、碘肽酸或菊粉清除率，但這

些方法相對複雜費時，需患者積極配合，難常規用於臨

床及大型臨床研究[5]。有鑒於此，臨床上更加常見為通

過檢測一些內源性物質如Cr, CysC來簡單估算GFR。而

表1.兩種不同的GFR公式計算值的比較

MDRD EPI t P Cr CYsC

(ml/min/1.73 m2) (ml/min/1.73 m2) (μmol/L) (mg/l)

CKD組 45.26±8.56 36.42±8.73 19.49 0.00 126.63±27.18 1.87±0.44

非CKD組 75.96±8.85 67.94±14.45 12.34 0.00 80.39±16.44 1.29±0.49

P<0.05有統計學意義

表2. CysC，Cr診斷CKD的效能分析

靈敏度(%) 特異度(%) 靈敏度+特異度 Youden指數
截斷點

(CysC, mg/L)
截斷點

(Cr, μmol/L)

Cysc 85.01 87.52 1.7253 0.752 1.44 -

Cr 74.39 95.43 1.896 0.698 - 108

結生成的對角線

圖1.截點取GFR=60時候的Cr，CysC的ROC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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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DIGO在2012年頒佈的指南推薦聯合Cr及其估算的GFR

值(eGFR)進行腎功能的評估[2]。

基於Cr的GFR估算公式的原理均是根據Cr、人口學

及臨床指標（種族、年齡、性別等）與實際GFR之間的關

係進行回歸分析推導而來。其公式在推導過程中納入的

人群、基礎GFR狀况及Cr檢測方法等不同，其準確性也各

不相同。而在指南當中推薦的則為基於Cr推導的MDRD公

式及基於CysC和Cr兩個實驗室指標的CKD-EPI公式。

Cr是肌酸的代謝產物，主要經過腎臟排泄，少量由

腎小管分泌。GFR損傷達30%~40%時，Cr濃度出現明顯的

升高；然而其濃度也受到飲食，身體肌肉量多少、體內

代謝分解水平高低及肌肉量多少的影響，兒童、消瘦者

和老年人群的濃度偏低，不能完全如實反映GFR的實際

水平[6]。人類血清CysC是由122個氨基酸構成的鹼性蛋白

質，分子量為13kDa, 基因位於20號染色體。CysC是一種

內源性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屬於2型半胱氨酸蛋白酶

抑制劑超家族。CysC在所有有核細胞均結構性表達、持

續性分泌，在腎小球自由濾過，大多在近端小管重吸收

和分解代謝，不會返回血液迴圈，腎小管不分泌CysC、

很少經腎外途徑排泄，被推薦為GFR的標誌物。

多數研究表明，血清CysC對GFR的輕微變化更為敏感，

尤其是在腎功能輕度異常時，血清CysC敏感性優於sCr[7,8]。

在本研究中，CysC的特異度較Cr低(87.52%vs95.43%), 但

敏感度較Cr高(85.01%vs74.39%), 提示在Cr尚未升高或

腎功能尚未明顯降低時，CysC已經開始升高，這與其他

國內外研究所得出的結果類同[9-11]。

在一項納入46篇文獻的Meta分析[12]提到以CysC及

Cr作ROC分析，其曲線下面積為0.926(95%CI, 0.892-

0.960), 較Cr的要高(0.837, 95%CI, 0.796-0.878; 

P<0.001), 證明CysC準確性更好。而在本研究中作的ROC

曲線當中，CysC較Cr稍高(0.934vs0.926, P=0.49), 二

者的準確性都較好。而此結果未有統計學意義，推測可

能與截點選擇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在本研究中得出的截斷值來

看，CysC和Cr選擇的截斷值分別為1.44mg/L(CysC)及

108umol/L(Cr)。而本院的實驗室異常指標為1.09mg/

L(CysC)和104umol/L(Cr)。意味着但就本研究中若單純

Cr及CysC的實驗室指標的升高並不能完全作為腎功能下

降的證據。而是否需要調整相關的截點則仍需要更加全

面的研究。避免單純認為實驗室指標異常就診斷為腎功

能不全。

結 論

CysC在及早篩查有CKD風險的人群較Cr有一定優

勢，但特異性欠佳。血清Cr作為傳統的腎功能評估指標

單獨用於診斷CKD時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診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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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radical prostatectomy, 

R P)是臨床治療前列腺癌的標準方案。近年來隨着臨

床上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 S A)篩查的廣泛應用，澳門前列腺癌的檢出率明顯增

高，越來越多的前列腺癌患者接受了RP治療。為了研究

接受RP治療的前列腺癌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徵，筆者分析

了2010年1月~2016年6月在鏡湖醫院接受RP治療的50例

前列腺癌患者臨床病理資料，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50例RP患者均通過前列腺穿刺活檢確診為前

【摘要】  目的 分析接受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radical prostatectomy, RP)治療前列腺

癌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徵。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0年1月~2016年6月接受RP治療的50例患者的臨

床病理資料，包括年齡、術前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值、穿刺

活檢Gleason評分、RP後病理Gleason評分、病理分期、手術切緣和淋巴結轉移情况。  結果 

本組前列腺癌病例年齡範圍為49歲~79歲，平均年齡67歲；血清PSA升高者佔比98.0%(49/50)；

穿刺標本與RP標本Gleason評分相比，評分相符30例(60%)，評分偏低15例(30%)，評分偏高5例

(10%)，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28例(56%)患者的RP標本切緣為陽性，病理分期為T3期

患者的切緣陽性率顯著增高(P<0.05)。3例(6%)患者出現淋巴結轉移。  結論 前列腺癌就診患

者多為老年人；PSA對診斷前列腺癌的有較高的敏感性；穿刺標本與RP標本Gleason評分偏差主

要表現為評分偏低；病理分期是RP切緣陽性的獨立危險因素。

【關鍵詞】前列腺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臨床病理特徵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50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cal prostatectomy

XIAO Gang, YE Yu Qing, WEI Jie Zhen, XIAN Li Fang, GU Jie Ming,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prostate cancer treated with radical 

prostatectomy.  Methods   We had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data of 50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underwent 
radical prostatectomy (RP) from January 2010 to June 2016 in Kiang Wu Hospital. Data including patient’s 
age at surgery, preoperative PSA level, core biopsy and postoperative Gleason score, pathological stage, surgical 
margin statu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Age range of this group of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ere from 49 to 79 years old, mean age 67 years old. Positive rate of PSA was 98% (49/50). The core 
biopsy Gleason score was identical to the prostatectomy specimen score in 30 (60%) cases. While there was under-
grading of the final tumor score in 15 (30%) cases on core biopsy as compared with the radical prostatectomy, 
over-grading occurred in 5(10%) cases. Twenty-eight cases (56%) had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of T3 had a higher rate of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 (P<0.05). Three cases (6%) were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nclusion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ere mostly elderly patients. PSA is a sensitive test 
to detect prostate cancer. The core biopsy Gleason score was under-graded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radical 
prostatectomy. Pathological stage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

[Key Words]  Prostate canc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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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腺癌。每例患者的穿刺標本和RP標本均按Gleason

分級標準進行5~l0分制評分；Gleason評分分為≤6分、7

分、≥8分3組，以RP標本評分為標準。根據第七版AJCC 

TNM分期系統評估患者的病理分期。本組患者RP前均行

影像學檢查，排除內臟和骨骼轉移。採集患者RP前、後

的臨床病理指標，包括：年齡、術前PSA值、穿刺活檢

Gleason評分、RP後Gleason評分、病理分期、手術切緣

及淋巴結轉移情况，回顧性分析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

二、病理學方法

前列腺標本送鏡湖醫院病理科充分固定後取材，取

材流程為：1.正確擺放前列腺位置，前列腺表面塗染墨

汁。2.前列腺尖部及膀胱頸切緣取材方法：首先距尖部

及膀胱頸約lcm處切取組織，然後平行前列腺尿道部以

0.2~0.3cm厚度連續切取組織並全部包埋。3.其餘前列腺

按0.2~0.3cm厚度從尖部到基底部垂直於尿道連續切取；

每個斷面以尿道為中心切取合適大小放於取材盒內。標

本經固定、脫水、透明後石蠟包埋。常規HE染色。切緣

陽性定義為前列腺切除標本的塗墨表面可見癌細胞。

三、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應用秩和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

料應用χ2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上述統計學分析利用

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P<0.05認為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患者臨床病理特徵

本組50例患者接受RP時年齡為49歲~79歲，平均

67歲。術前PSA值為0.50~391.18ng/ml，平均18.35ng/

ml，49例PSA結果≥4.0ng/ml(98%)。本組穿刺活檢和RP

後標本的Gleason評分中位數分別為6和7。術後病理回

報切緣陰性22例，佔44%；切緣陽性28例，佔56%。RP後

病理分期：pT2期28例(56%)，pT3期22例(44%)，pT4期0

例(0%)。50例患者中淋巴結轉移者3例(6%)。見表1。

二、穿刺標本與RP標本Gleason評分符合情况比較

以RP標本Gleason評分為標準，穿刺標本評分與

其相符30例(60%)，評分偏低15例(30%)，評分偏高5例

(10%)，配對秩和檢驗分析穿刺標本Gleason評分與RP標

本Gleason評分的偏差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三、病理參數與切緣情况的比較

病理TNM分期與切緣陽性相關(P<0.05)，而RP病理

Gleason評分與切緣陽性無明顯相關性(P>0.05)。見表3。

討 論

前列腺癌是澳門常見的男性泌尿生殖系統惡性腫

瘤，好發於老年男性，它在<50歲的男性中很少發病，

而>65歲的老年男性前列腺癌患者則佔據了其總數的

85%[1]。本組研究中前列腺癌患者的年齡段為49歲~79

歲，平均年齡為67歲，>65歲的佔58%(29/50)。因此，

澳門就診的前列腺癌患者多為高齡人，而年齡也是影響

表1.50例患者RP前的臨床病理特徵

臨床病理特徵 例數（%）

年齡

≤60 3

61-70 30

71-79 17

術前PSA（ng/ml）

<10 27

10-20 10

>20 13

穿刺標本Gleason評分

≤6 30

7 7

≥8 13

RP標本Gleason評分

≤6 25

7 12

≥8 13

病理分期

pT2a 2

pT2b 3

pT2c 23

pT3a 7

pT3b 15

pT4 0

手術切緣

陽性 28

陰性 22

淋巴結轉移 是 3

否 47

表2.穿刺標本與RP標本Gleason評分分佈情况

穿刺標本Gleason評分
RP標本Gleason評分

總計
≤6 7 ≥8

≤6 23 7 0 30

7 2 4 1 7

≥8 0 1 12 13

總計 25 12 13 50

表3.RP標本Gleason評分、病理分期與切緣情况

參數 總數
切緣情况

P值
切緣陽性 切緣陰性

RP標本Gleason評分 >0.05

≤6 25 9 16

7 12 9 3

≥8 13 10 3

病理分期 <0.05

T2 28 10 18

T3 22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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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患者治療方式的選擇及預後的重要因素之一。

PSA是由Hare等人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在精液和前

列腺液中發現的一種特異性蛋白質[2]。血清PSA於20世

紀80年代開始作為標誌物進行前列腺癌篩查，其具有較

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3]。國內外一致將PSA的正常範圍

定為0~4.0ng/ml，以PSA≥4.0ng/ml作為異常標準時，其

診斷前列腺癌的敏感性為87%[4]。本組資料顯示50例前

列腺癌患者中，有49例PSA結果≥4.0ng/ml，陽性率為

98%，說明PSA在前列腺癌的診斷中佔據重要地位。本組

雖然僅有1例前列腺癌患者的PSA檢測正常，但亦提示僅

憑PSA檢查篩選前列腺癌仍會造成漏診，所以需要聯合

其他檢查來避免漏診的發生。

穿刺標本的Gleason評分與RP標本的Gleason評分常

常存在一定的偏差。文獻報導穿刺標本Gleason評分與RP

標本Gleason評分符合率大約為28%~58%[5]。本研究顯示

前列腺穿刺標本與RP標本Gleason評分相符為60%，評分

偏低30%，評分偏高10%。穿刺標本與根治術標本Gleason

評分偏差主要表現為評分偏低，造成評分低估的因素

有：1.Gleason評分系統相鄰級別間的組織結構相似，

由於穿刺組織標本有限，有時難以對其作出準確分級；

2.取樣差別，穿刺標本取材局限，可能遺漏高評分的癌

組織，而RP標本組織量大，增加了高評分的機會；3.病

理醫生低估穿刺活檢標本Gleason評分的主觀傾向性[6]。

一般認為穿刺標本評分越低，則穿刺標本與根治術標本

評分符合率就越低，而穿刺標本評分越高，評分符合程

度越高，其穿刺活檢的指導意義就更明確[7]。

RP是臨床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標準治療方案[8]。近

年來，由於PSA檢測、直腸指檢及經直腸超聲等前列腺

癌篩查技術在澳門的廣泛應用以及公眾對前列腺癌認知

度的提高，臨床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檢出率逐漸升高。RP

切緣陽性是前列腺癌根治術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對患者

術後治療方案的制定有着重要意義。本組研究中RP切緣

陽性28例，陽性率為56%。文獻報導的切緣陽性率差異

很大，從4%~45.2%不等[9]。本研究的切緣陽性率較高，

其原因可能與下列因素有關：1.本組病例中有高達44%

患者存在包膜外侵犯和/或精囊腺侵犯(pT3期)，同時本

研究也顯示pT3期相對於pT2期患者切緣陽性風險顯著增

高。高病理分期的前列腺癌比重較高，增加了切緣陽性

的發生率。2.隨着本院前列腺癌根治手術量的增加及前

列腺標本取材、製片的規範化，病理醫生的診斷水平不

斷提升，使以往易被漏診的切緣陽性標本得到了及時

的發現。3.相比於歐美及內地的一些大型醫學中心，本

院RP數量相對較少，可能與經驗及手術水平有一定的關

係。Vickers等[10]認為要完成250例左右的根治術才能

使切緣陽性率達到一個較低的水平。Rodriguez等[11]也

發現，完成200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後，切緣陽性率

顯著下降。

本研究顯示，病理分期與切緣情况獨立相關。病

理分期越高，切緣陽性的可能性就越大。Psutka等[12]

認為對於pT2期患者，切緣陽性將顯著縮短其術後生化

復發的時間。故對於pT2期切緣陽性患者術後有必要採

取更為積極的治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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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心臟手術後心源性休克患者ECMO支持時間較長，出

現嚴重併發症常是導致治療失敗的重要原因，因此通過

對其發生原因的不斷深入瞭解，尋找有效的防治方法也

是提高ECMO救治成功率的關鍵措施之一。隨着ECMO技術

和設備的不斷改進，對ECMO各種問題的理解不斷深入，

ECMO技術將會成為危重病救治的重要方法之一。

資料與方法

一、納入標準

1.研究類型：主要閱讀國內外關於體外膜肺氧合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治療心

源性休克的各類研究文獻，並不要求具體的分配隱藏和

盲法類別。

2.研究對象：心臟手術後心源性休克患者，研究組

之間的均衡性好，所選患者的年齡、性別和種族均不限。

3.結局指標：主要研究指標包括ECMO治療期間出

現腎衰竭、遠端肢體缺血、感染、神經系統併發症、出

血、截肢等情况。

二、檢索方法  檢索2010年1月~2015年12月PubMed、

Cochrane圖書館、CNKI、VIP、CBM和萬方資料庫，有關心

【摘要】  目的 分析體外膜肺氧合(ECMO)在治療心臟手術後心源性休克的安全性分析，

使臨床醫生進一步瞭解ECMO各種併發症的機率。  方法 檢索2010年1月~2015年12月PubMed、

Cochrane圖書館、CNKI、VIP、CBM和萬方資料庫，有關ECMO治療心臟手術後心源性休克安全

性的研究，應用RevMan 5.3軟件中的薈萃(meta)程式進行分析。  結果 共12篇文獻入選，結

果顯示常見併發症及其發生率：腎功能衰竭(41%)、感染(27%)、出血(15%)、神經系統併發

症(14%)、遠端肢體缺血(14%)、截肢(7%)。  結論 ECMO支持時間長，出現嚴重併發症常是導

致治療失敗的重要原因。因此，尋找有效防治併發症的方法是提高ECMO救治成功率的關鍵。

【關鍵詞】體外膜肺氧合；心源性休克；meta分析；併發症

The safety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therapy in cardiogenic shock after cardiac surgery: 
a meta-analysis

 SEAK Hon Fai , LAI Kai Seng
I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therapy in cardiogenic shock after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lectronic database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5 in PubMed , Cochrane library, CNKI, VIP, CBM, 
and WanFang Data. Studies on the safety by ECMO therapy in cardiogenic shock after cardiac surgery 
were included, and meta-analysis performed by the software RevMan 5.3.   Results  A total of 12 studies 
using ECMO for cardiogenic shock after cardiac surgery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complication rate): renal failure (41%); systemic infection (27%); bleeding 
(15%); neurologic sequelae (14%); lower extremity ischemia (14%); amputation (7%) .  Conclusion  Long 
ECMO supporting time and occurrence of serious complications result in treatment failure. The benefit 
of ECMO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To find effective means of 
preventing complications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CMO treatment success rate.

[Key Word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Cardiogenic shock; Meta-analysis;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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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手術後心源性休克ECMO治療安全性的研究。英文主要檢

索詞為“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car-

diogenic shock”、“complication”等，中文檢索詞為

“體外膜肺氧合”、“心源性休克”、“併發症”等。

三、納入研究的篩選  主要通過兩名評價員對相

關文獻進行閱讀，按照研究納入標準對文獻摘要進行篩

查，在排除明顯不合格文獻後，兩人各自對剩餘文獻進

行全文閱讀，來確定最後納入研究的合格文獻。

四、統計學方法  使用RevMan5.3軟件中的meta套

裝程式對本系統評價的指標進行描述。通過分析臨床異

質性，如果P ≥0.1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meta分析類型

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如果P<0.1研究存在統計學異

質性，應先分析產生異質性的原因，之後採用隨機效

應模型分析。連續性變數採用加權均數差(WMD)及其95%

可信區間(CI)表示，分類變數採用綜合發生率(RR)及其

95%CI表示。納入的文獻在10篇以上則應進行發表偏倚

評估，主要方法採用倒漏斗圖法。

結 果

一、文獻篩選結果及納入文獻特徵  主要篩選了

2010年1月~2015年12月相關文獻，初檢獲得331篇文

獻，排除重複文獻、會議文獻、綜述類文獻，最終納

入了12篇文獻進行研究，其中中文科技核心雜誌文獻5

篇，外文SCI文獻7篇（詳見圖1、表1）。

二、Meta分析結果

1.治療有效性  共8個文獻研究了心臟術後心源

性休克使用ECMO治療的有效性，不存在統計學異質性

(I2=20.4%, P=0.268)，採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

理。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治療有效性（生存率）為

39%，[RR=0.39, 95%CI(0.34, 0.43)]（見圖2）。國內

外對ECMO治療心臟術後心源性休克的有效性認識基本一

致。由於納入研究文獻未夠10篇，故不用進行漏斗圖進

行偏倚的檢測。

圖1.文獻納入情况

表1.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徵[1-12]

研究 年份 病人數量 年齡範圍 男(%) IABP(人) ECMO使用時間 死亡

王堅剛 2010 62 成人 51 - - 28

PSH 2010 51 成人 71 180 34

Ardawan 2010 517 18-84 72 38,74% 78.7 489

MYW 2010 110 成人 71 - 143.3 46

郝星 2010 50 7~76個月 76 20,40% 8-336 33

Feilong 2011 68 ≥18 76 11,16% 114.6 37

Matthieu 2012 210 成人 67 - 320.9 -

Antonio 2012 73 23-84 75 55,100% 261.6 47

Slottosch 2013 77 25-83 77 72,94% 79 54

江春景 2014 58 35-76 74 53,91% 97.5 30

胡玲 2014 58 0.9-77 74 - 8-335 38

方爾斌 2014 51 ≥18 55 - - -

圖2.ECMO治療心臟術後心源性休克有效性的森林圖

圖3.ECMO治療合併腎衰竭森林圖

2.腎功能衰竭  共12個文獻研究了ECMO治療合併腎

衰竭的情况，有統計學異質性(I2=89.8%, P<0.001)，採

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

可能為腎功能衰竭診斷標準不同，國外文獻報導腎衰竭

的發生率較高。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治療合併腎衰

竭發生率為41%, [RR=0.41, 95%CI(0.32, 0.51)]（見

圖3）；漏斗圖分析結果顯示，散點分佈左右對稱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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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提示有可能存在發表偏倚。

3.遠端肢體缺血  共12個文獻研究了ECMO使用後發

生遠端肢體缺血的情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I2=50.6%, 

P=0.022)，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造成此情

况的主要原因可能為國內外人種體質的不同，Meta分析

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遠端肢體缺血發生的合併效應為

14%，[RR=0.14, 95%CI(0.11, 0.18)]（見圖4）；漏斗

圖分析結果顯示，散點分佈左右對稱不明顯，提示有可

能存在發表偏倚。

神經系統併發症的情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I2=63.9%, 

P=0.002)，採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Meta分析

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神經系統併發症發生的合併效應

為14%，[RR=0.14, 95%CI(0.10, 0.18)]（見圖6）；漏

斗圖分析結果顯示，散點分佈左右對稱不明顯，提示有

可能存在發表偏倚。

6.出血  共5個文獻研究了ECMO使用後發生出血

的情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I2=73.2%, P=0.004)，採

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Meta分析結果顯示，

EC M O使用後出血發生的合併效應為15%，[R R=0.15, 

95%CI(0.08, 0.25)]（見圖7）；由於納入研究篇數未到

10篇，故不用進行漏斗圖進行偏倚的檢測。

圖4.ECMO治療併發肢端缺血森林圖

圖5.ECMO治療併發感染森林圖

4.感染  共11個文獻研究了ECMO使用後併發感染

的情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I2=70.6%, P=0.005)，採

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Meta分析結果顯示，

ECMO使用後感染發生的合併效應為27%，[RR=0.27，

95%CI(0.21, 0.33)]（見圖5）；漏斗圖分析結果顯示，

散點分佈左右對稱不明顯，提示有可能存在發表偏倚。

圖6.ECMO使用後神經系統併發症森林圖

圖7.ECMO使用後併發出血森林圖

圖8.ECMO使用後截肢情况的森林圖

5.神經系統併發症  共11個文獻研究了ECMO使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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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截肢  共5個文獻研究了ECMO使用後發生截肢的

情况，無統計學異質性(I2=0%, P=0.708)，採用固定效

應模型進行分析處理。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使用

後截肢發生的合併效應為7%，[RR=0.07, 95%CI(0.05, 

0.10)]（見圖8）；由於納入研究篇數未到10篇，故不

用進行漏斗圖進行偏倚的檢測。

討 論

一、ECMO的應用

ECMO為一種體外生命支持系統(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 ECLS)，是搶救心肺衰竭的終極支援手

段。作用原理可簡單的理解為人工心肺的作用，ECMO治

療時先將體內靜脈血液引流至體外，然後由離心泵將血

泵入氧合器，經過特殊材質人工心肺旁路即膜肺將血液

氧合排出二氧化碳(CO2)並加溫後再通過另一路管道經

動脈回輸至患者體內，起到部份心肺功能替代作用，維

持人體臟器組織氧合血供，為心肺功能恢復贏得寶貴

時間，因而在救治嚴重的心臟術後低心排綜合征、心

源性休克、AMI、重症肺炎、ARDS等中發揮了獨有的優

勢[13]。

二、EMCO治療的有效性

共8個研究進行了心臟術後低心排應用ECMO治療的

有效性的統計。Meta分析結果顯示，使用ECMO治療的有

效性為39%，國內外對ECMO治療心臟術後生存率的認識

基本一致。故本研究的生存率的Meta值可作為臨床工作

或科研的參考值。

三、ECMO各種併發症發生率

1.腎功能衰竭  腎功能衰竭是ECMO最常見的併發

症之一。共12個研究進行了ECMO使用後發生腎衰竭的情

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為

腎衰竭的診斷標準不同，故而國外的文獻腎衰竭的發生

率較高。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腎衰竭綜合發

生率為41%。ECMO期間，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的主要機

制是：(1)機體長時間處於低血壓狀態；(2)ECMO系統導

致紅細胞被破壞，出現溶血。大多數患者的急性腎功

能衰竭有可能恢復正常，有效的防治方法是盡早ECMO治

療、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保障腎臟的灌注；密切監測

患者有否出現溶血，做好利尿、鹼化尿液，必要時採用

持續床旁血液透析等措施[14]。

2.肢體遠端缺血  主要是由於休克、插管動脈管

腔狹窄導致的遠端肢體的缺血、壞死。在下肢動脈中以

股動脈置管行ECMO出現下肢末端缺血最為常見[15]。下

肢缺血壞死是主要併發症之一，這是危害性最為嚴重的

併發症之一[16]。在本次研究中，共12個研究進行了ECMO

使用後發生遠端肢體缺血的情况，存在統計學異質性，

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為國內外人種體質的不同。

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治療致遠端肢體缺血發生率為

14%。為了有效防止下肢缺血，在選用股動脈進行插管

時應注意導管管徑要與股動脈血管相匹配，且必需常規

於股動脈遠端行再灌注插管，以保障遠端肢體供血。

3.截肢  截肢主要與併發遠端肢體缺血有關係。在

本次研究中，共有5個研究進行了ECMO治療後發生截肢

的情况，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截肢的綜合發

生率為7%。因此，常規於股動脈遠端行再灌注插管，以

保障遠端肢體供血尤為重要。

4.感染  感染併發症是ECMO治療期間需要特別關注

的重要問題。主要是由於免疫功能力下降、機械通氣、

侵襲操作、皮膚黏膜及胃腸道功能受損、體內置管留置

時間過長等危險因素相關，是造成ECMO治療過程感染、

特別是血液感染併發症發生率高的主要原因[17]。在本次

研究中共11個研究進行了ECMO使用後感染發生的情况，

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感染發生率為27%。但

在實施ECMO支持治療的過程中，由於需要實施鎮靜鎮

痛、CRRT及保溫水箱的體溫調節作用等，導致感染的症

狀和體征不明顯。故應注意嚴格無菌操作、創面護理；

嚴密觀察插管創口及導管相關感染指標監測，積極及有

針對性地加強抗感染的預防和治療[18]。

5.神經系統併發症  腦部損傷是ECMO患者的主要

死亡原因，特別是腦梗塞和腦出血。神經系統併發症

主要表現為腦出血及腦栓塞所引起的中樞神經系統病

變，以及ECMO在撤離後產生的抑鬱躁狂狀態均可對患

者的康復和治療產生影響[19]。在本次研究中，共11個

研究進行了ECMO使用後發生神經系統併發症的情况，

Meta分析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神經系統併發症綜合

發生率為14%。

6.出血  出血是ECMO最為常見的併發症，包括手

術區域的出血和其他重要臟器的出血。患者出現這一併

發症的主要因素是應用了一定量的血管活性藥物和抗凝

藥物和體外循環導致機體凝血因子和血小板大量消耗，

從而導致患者凝血功能出現紊亂[20]。在本次研究中，共

5個研究進行了ECMO使用後發生出血的情况。Meta分析

結果顯示，ECMO使用後出血綜合發生率為15%。有研究

指出，對於實施ECMO支持心臟術後的患者，ACT維持在

120~160s，可有效地減少出血，同時未發現嚴重的血栓

形成[21]。

四、本研究的局限性

由於隨機設計研究的文章較少，沒有系統的對照分

析，導致本研究有較大的選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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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既往小腸病變的診斷是一個盲區，隨着膠囊內鏡及

小腸鏡的發展與普及，小腸檢查不再是難題。2012年1

月，鏡湖醫院在澳門地區率先開展膠囊內鏡檢查，現將

2012年1月~2016年3月期間的病例資料進行總結和回顧性

分析，以探討膠囊內鏡在小腸病變中的診斷價值。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12年1月~2016年3月期間，共53例有適應症的患

者進行了膠囊內鏡檢查。男性28例(52.8%)，女性25例

(47.2%)，年齡10歲~90歲。檢查前經臨床排除了腸梗阻

的可能。其中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27例，檢查前已完

成了胃鏡及腸鏡檢查。

二、設備及檢查方法

1.設備  奧林巴斯膠囊內鏡系統，以色列Given公

司膠囊內鏡系統。清腸劑聚乙二醇(klean-prep)。

2.檢查方法  檢查前告知患者注意事項，簽署同

意書。患者檢查前1天晚上及當天早上沖服Klean-prep

【摘要】  目的 探討膠囊內鏡檢查對小腸病變的診斷價值。  方法 收集澳門鏡湖醫院

2012年1月~2016年3月期間膠囊內鏡檢查的病例資料，回顧性分析其對小腸病變檢出率，不明

原因消化道出血、腹痛、腹瀉的診斷價值。  結果 總共53例患者進行膠囊內鏡檢查，男性

28例，女性25例，年齡10歲~90歲，平均年齡(51±21.8)歲，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27例，腹痛

13例，慢性腹瀉8例，貧血查因3例，疑診克隆氏症2例。53例中發現小腸病變45例(84.9%)。

其中小腸潰瘍20例(37.8%)，糜爛31例(58.5%)，活動性出血病變6例(11.3%)，血管病變8例

(15.1%)，小腸狹窄3例(5.7%)，小腸寄生蟲感染1例(1.9%)等。  結論 膠囊內鏡對小腸病變的

檢出率高，尤其是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是一種無創、安全有效的檢查方法。

【關鍵詞】膠囊內鏡；小腸病變；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Clinical analysis of 53 cases with capsule endoscopy

CHAN Chon In, YU Hon Ho*, LI Mo Fong, CHEUNG Sok Ha, WONG Ka Koi, CHIANG Chin Wa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apsule endoscopy in small intestinal 

lesion in Macao.  Methods    The data of capsule endoscop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from January 2012 
to March 2016 in Kiang Wu Hospital, Macao. Its diagnostic value in finding small intestine lesions, locating 
obscu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sites, finding causes for abdominal pain and diarrhe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53 patients underwent capsule endoscopy, with 28 males and 25 females 
aged 10-90 years and mean age (51 ± 21.8) years. 27 cases had occult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13 cases 
complained of abdominal pain, 8 cases had chronic diarrhea, 3 cases had anemia for investigation and 2 cases 
were suspected of Crohn's disease.  Among the 53 cases, Intestinal lesions were found in 45 cases (84.9%), 
There were 20 cases (37.8%) of small intestinal ulcer, 31 cases (58.5%) of erosion, 6 cases (11.3%) of active 
hemorrhagic disease, 8 cases (15.1%) of vascular lesions, 3 cases of small intestinal stenosis (5.7%), 1 case 
with small intestinal parasitic infections (1.9%).  Conclusion   Capsule endoscopy is a noninvasive,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small intestine lesions, especially in OGIB.

[Key Words]   Capsule endoscopy; Small intestinal lesion; Obscu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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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包（每包加入清水1000毫升）進行腸道清潔，檢查

前禁食約10小時。檢查時讓患者飲用加入祛泡劑(Gas-

con)的清水吞服1粒大小約11×27mm的膠囊內鏡，它隨着

胃腸道的蠕動不斷拍攝圖像並發射到貼身的圖像記錄

儀中。約8~12小時後電源耗盡，取出圖像記錄儀下載圖

像，由1~2位專科醫生進行圖像閱讀與分析。

吞服膠囊內鏡後，通過圖像記錄儀觀察它到達的

部位，當到達小腸後患者可自由活動。但避免接近任何

強力電磁場區域，如MRI或無綫電臺。

3.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或中位數

+範圍表示。計數資料以百分數表示。

4.觀察指標  病變檢出率：指膠囊內鏡檢查中有陽

性結果者。病變診斷率：膠囊內鏡檢出的陽性結果可以

解釋該患者所患疾病的病因，並且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存

在可以解釋疾病的其他病因，則歸為診斷率。不明原因

消化道出血(OGIB)是指經胃鏡及腸鏡檢查後未能查出出

血原因的反覆或持續的消化道出血。分析OGIB病例、腹

痛、慢性腹瀉病例的病變診斷率；記錄檢查的併發症。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53例患者，小腸腸道準備良好，觀察清晰。其中男

性28例(52.8%)，女性25例(47.2%)，年齡為10歲~90歲，平

均年齡(51±21.8)歲，病因包括：OGIB27例(50.9%)，腹痛13

例(24.5%)，慢性腹瀉8例(15.1%)，貧血查因3例(5.7%)，

疑診小腸克隆氏症2例(3.8%)。OGIB27例經胃鏡、腸鏡檢

查未發現明顯出血性病灶，其他的部份患者經腹部B超，

腹部CT，胃腸造影等單項或多項檢查，未發現病灶。

二、病變檢出率

檢查結果顯示：45例檢出小腸病變(84.9%)，其中

以小腸黏膜糜爛最常見，具體病變類型見表1。未發現

小腸病變8例(15.1%)。

三、膠囊內鏡陽性診斷率分析

OGIB組，腹痛組，腹瀉組的各組病變診斷率見表2。

3例貧血查因患者，其中檢出血管病變伴有活動性

出血1例，淋巴管擴張1例，黏膜下病變1例。2例疑診克

隆氏症膠囊鏡檢查均發現小腸存在多發潰瘍。

四、膠囊滯留率

所有檢查者中，51例完成了全小腸的檢查，完成率

96.2%，有2例併發膠囊滯留小腸，滯留率(3.8%)，均為NSAID

相關性小腸病，表現為小腸多發潰瘍並狹窄，其中1例通便

治療後第18天膠囊排出體外。另1例需要手術切除狹窄病變

及取出膠囊內鏡。另有2例患者因膠囊內鏡停留食道及2例

停留胃腔超過2小時，需要通過胃鏡下將膠囊內鏡送至十二

指腸，但並不影響其後的小腸檢查（圖1a~1g 見封3）。

討 論

膠囊內鏡的發明[1]成為小腸病變的無創傷，無侵入

性的首選檢查方法。最初的臨床應用是不明原因的消化

道出血(OGIB)，它的診斷率高於其他的小腸檢查方法，

例如推進式小腸鏡，腹部CT，消化道鋇餐等[2,3]。

國外文獻報導膠囊內鏡在O G I B的診斷率為

30%~70%，可能是由於不同的研究對膠囊內鏡陽性診斷

的定義和對出血類型的判斷不一致所造成的[4]。國外

OGIB最常見的病因為血管病變，其次為腫瘤，潰瘍，炎

性病變及其他一些少見病變[5]。本文有27例因OGIB行膠

囊內鏡檢查，以小腸潰瘍性病變最多見，其中6例考慮

NSAID相關性小腸病，其次分別為小腸黏膜糜爛，血管

病變，憩室，胃及十二指腸出血，結腸憩室出血等。

表1.膠囊內鏡檢查小腸病變類型

病變類型 例數(N) 百分比(%)

潰瘍 20 37.8%

黏膜糜爛 31 58.5%

活動性出血 6 11.3%

血管病變 8 15.1%

小腸憩室 2 3.8%

淋巴管擴張 10 18.9%

小腸息肉 8 15.1%

小腸狹窄（潰瘍合併狹窄） 3 5.7%

黏膜下腫瘤 2 3.8%

考慮克隆氏症 2 3.8%

NSAID相關性小腸病 6 11.3%

小腸寄生蟲感染 1 1.9%

口腔潰瘍 1 1.9%

迴腸末段淋巴濾泡增生 6 11.3%

胃息肉 1 1.9%

表2.膠囊內鏡對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OGIB)、腹痛、腹瀉的陽性診斷率

OGIB(n=27) 腹痛(n=13) 腹瀉(n=8)

小腸潰瘍 7 4 2

小腸黏膜糜爛 4 4 0

小腸血管病變 5 0 0

麥克憩室 1 0 0

小腸寄生蟲感染 0 1 0

小腸淋巴管擴張 0 0 3

胃活動性出血 2 0 0

球部潰瘍出血 1 0 0

結腸憩室出血 1 0 0

合計 21 9 5

病變診斷率% 77.8% 69%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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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潰瘍中6例診斷為NSAID相關性潰瘍，均有明確

的服藥史，鏡下表現為黏膜糜爛，線性潰瘍，環形潰瘍

及狹窄等。NSAID相關性小腸病臨床並不少見，常見於

長期服用Aspirin，激素，消炎止痛藥等。內鏡下表現

為一些非特異性改變，包括散在或瀰漫分佈的糜爛，潰

瘍，出血等，這些變化在短期或長期服用NSAID均可見

到[6]。具有較高特異性的改變是蹼狀橫膈狹窄(web-like 

diaphragm stricture)，此征偶見於長期口服NSAID的病

人[7]。NSAID所致小腸黏膜炎症可導致潰瘍和出血，也可

導致黏膜下纖維化造成小腸狹窄。膠囊內鏡目前已確認

為OGIB的一線檢查手段，它有助於診斷OGIB的病因及病

變位置的初步定位，為下一步小腸鏡或手術的治療提供

重要線索。膠囊內鏡有時也會發現一些位於上消化道或

右半結腸，之前胃腸鏡檢查所漏診的病變，本文中發現

胃活動性出血2例，球部潰瘍出血1例，結腸憩室出血1

例，因此，盡管它用於檢查小腸，但其經過食道，胃，

右半結腸的視頻圖像也能發現一些病變[8,9]。

腹痛相關的鏡下表現為小腸潰瘍，黏膜糜爛，寄生

蟲感染等病變。腹瀉相關的表現為小腸潰瘍，淋巴管擴

張。部份病人治療後隨訪，腹痛，腹瀉症狀緩解，說明

膠囊內鏡在腹痛，腹瀉病因診斷中有一定價值。建議先

完成其他常規檢查後可考慮行膠囊內鏡檢查。但有文獻

報導，在評估腹痛、慢性腹瀉方面的診斷率較低，膠囊

內鏡不推薦作為上述情况者的一線檢查手段[10,11]。因臨

床上考慮腹痛和腹瀉的原因很多，鏡下表現為非特異性

的，不能解釋相應的症狀但可用於排除小腸病變的無創

性檢查手段。貧血查因的3例患者胃腸鏡檢查未發現病

變，其後膠囊內鏡發現1例有小腸血管病變，伴活動性出

血，為下一步的治療提供重要線索。消化道慢性失血是

缺鐵性貧血的常見原因，膠囊內鏡可以發現小腸病變，

例如血管病變，腫瘤，憩室，寄生蟲，吸收不良等。有

報導對於缺鐵性貧血及隱血或間歇出血的患者，其有助

於探查出血部位，指導後續診治[12,13]。膠囊內鏡不適用

於吞嚥困難，腸梗阻，嚴重胃腸動力障礙病人及懷孕婦

女。本文有2例老年患者膠囊鑲頓於食管，對於吞嚥困難

者因容易發生膠囊落入氣管意外，可以考慮通過胃鏡將

膠囊送人十二指腸。對於懷疑有腸道狹窄的患者慎行膠

囊內鏡檢查，因為有膠囊滯留體內的風險。本文有2例

膠囊滯留，滯留率3.8%。文獻報導膠囊停止移動或滯留

的發生率為1.4%[14]，然而對於小腸病變例如炎症性腸病

的滯留率達8.2%[15]。考慮小腸狹窄病例而需要行膠囊內

鏡檢查前，使用探路膠囊能有效地預測是否適合檢查。

因為它的大小和膠囊內鏡相同，但攝入體內30小時後能

夠自融。術前探路膠囊的檢查評估，可降低滯留的風

險[16]。膠囊內鏡對小腸病變的檢出率高，尤其對不明原

因的消化道出血，是一種無創，安全有效的檢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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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急性腦卒中是澳門地區因病死亡三大原因之一，

具有高發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殘率，及高復發率等特

點，嚴重危害澳門市民健康。根據鏡湖醫院統計數字，

每年新發急性腦卒中入院病例200例左右，其中缺血性腦

卒中所佔比例大，佔80%。因此，針對急性缺血性腦卒中

的治療，對澳門健康水平意義重大。超早期溶栓治療已

經成為公認的有效治療手段。根據美國中風學會(ASA)定

期公佈的治療指南，早在1996年已經確立了起病3小時以

內靜脈注射r-tPA的早期溶栓治療規範[1]。20年來，ASA

指南不斷根據臨床研究成果進行更新，治療的適應症，

時間窗，方法，甚至具體執行流程的要求都在不斷改

變，以獲得更安全，有效的治療。而血管內介入治療直

到2007年才在指南裡較窄範圍內應用[2]，2015年才真正

確立主要的治療地位[3]。

【摘要】  目的 研究鏡湖醫院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血管內介入治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查找其中綠色通道流程的不足，並提出改進的方案。  方法 通過回顧2010年澳門鏡湖醫院

開展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血管內介入治療以來6年連續58例的情况，包括起病到血管再通時

間，血管再通率，3個月時病人轉歸，症狀性出血率及死亡率，以國際指南對照及與先進地

區作對比。  結果 共有58位腦卒中病人接受血管內介入治療。血管再通率為81%, 血管再通

時中位數為274分鐘，有徵狀出血率為6.9%, modified Rankin Score 0~2佔61%, 死亡率為

10%。  結論 鏡湖醫院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血管內介入治療治療技術效果及安全性達到國際先

進水平，但在診治流程設計及執行上存在不足，導致溶栓率低，影響治療轉歸，應根據國際

指南設計及改進流程，以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關鍵詞】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血管內介入治療；綠色通道

Retrospective clinical analysis of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LIAO Ting1*, WONG U Kam 2 ,  XIANG Zhi Xiong 1 , WONG Tang Fai 1 , CHEANG Kan Sun 3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d the impact of delay in the fast track 
response in treating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The author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ir acute ischemic 
stroke cases treated with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from 2010 to 2015. The recanalization rate, onset 
to recanalization time, symptomatic bleeding rate and outcome of the patie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58 cases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received endovascular treatment. The recanalization rate was 81%, 
median onset to recanalization time was 274 minutes, symptomatic bleeding rate was 6.9%, modified Rankin 
Score 0-2 was 61%, mortality rate was 10%.  Conclusion   The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intervention 
carried out in Kiangwu Hospital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There 
were still inadequacies in the patient flow design which had led to low utilization of thrombolytic therapy.  
Patient results were negatively affected. Further modification of the fast track algorithm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treatment outcome.

[Key Words]   Acute Ischemic Stroke; Endovascular recanalization; Fa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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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鏡湖醫院2010年開展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血管內介

入治療以來，到2015年連續6年共進行介入治療58例，

所有病人均是急性起病6小時內，經過腦部CT掃描，部

份病例經過CTA掃描，排除腦出血，部份病人在3小時內

使用r-tPA，所有病人直接送到導管室，在6小時內行股

動脈穿刺，使用包括Penumbra血管再通導管抽吸血栓，

Trevo捕獲支架捕撈血栓，及導管在血栓內注入r-tPA溶

栓等方法，進行血管再通治療。術後在ICU監護。經過

統計以下數據：起病到血管再通時間，再通程度，出血

率，3個月時modified Rankin score (mRs)評分，3個

月時死亡率。此數據與先進地區數據對比，以再通程

度，出血率反映技術操作水平；溶栓率及起病到血管再

通時間反映技術應用程度；3個月時mRs評分及死亡率反

映最終治療效果，並與ASA指南對照，查找差距，發現

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所有計量資料均以x+-s表示，

使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 果

2010年~2015年，鏡湖醫院對突發起病6小時內的

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病人進行血管內介入治療並成功進

行3個月隨訪的病人共58例，年齡在32歲~85歲之間，

63.04+-9.45歲，男:女是32:26。成功進行血管再通，

達到TICI2b/3的有47例，血管未能再通的4例，TICI1的

2例，TICI2a的5例，TICI2b的28例，TICI3的19例。發生

症狀性出血的4例。血管再通距發病時間63分鐘到435分

鐘，274+-86.9分鐘。3個月隨訪，mRs評分0(10例)；1(13

例)；2(12例)；3(9例)；4(5例)；5(3例-)；死亡(6例)。

鏡湖醫院所得數據，與5個2015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

學雜誌的歐洲及澳洲一級證據的臨床實驗數據對照[4-8]，

並列表如下。

實驗
病例
(n)

再通程度
TICI2b/3(%)

再通時間
(min)

症狀性出血
(%)

mRs0-2
(%)

死亡
(%)

MR CLEAN 500 59 260 6.4 32.6vs19.1 21vs22

ESCAPE 315 72 200 2.7 53vs29 10vs19

EXTEN-IA 70 86 200 6 71vs40 9vs20

SWIFTPRIME 196 88 224 3 60vs36 9vs12

REVASCAT 200 66 264 1.9 44vs28 8vs16

KIANGWU 58 81 274 6.9 1 10

討 論

對於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超早期治療，其理論基礎是

急性閉塞血管供血範圍之腦組織由於缺血，造成功能障

礙產生臨床症狀，當中的核心區域即時壞死，而周邊區

域由於存在側支循環供血，仍能保持結構，但如果不能

及時恢復正常供血，該區域將不斷破壞縮小，同時核心

壞死區不斷擴大，最終整個缺血區完全壞死，造成神經

功能的不可逆損傷。該周邊區域稱“缺血半暗帶”，是

超早期治療的搶救目標。無論是靜脈給予溶栓藥物，還

是各種血管內介入手段溶解或直接取出血栓，大部份治

療手段是圍繞閉塞血管再通進行的。給予治療越及時，

挽救的半暗帶腦組織越多，神經功能恢復得越好，壞死

區域再灌注出血風險越低。各種方法各有長短。靜脈

溶栓方法簡易，對影像設備，操作技術，治療團隊要求

較低，實施治療所需時間也較少，易於在數量最大的基

層醫院開展，起到快速治療的效果。但是，血管再通率

較低，使用溶栓藥物劑量較大，造成出血轉化的風險較

高，因此治療時間窗抓得緊，禁忌症的範圍較大。血管

內介入治療相對較為複雜，對影像設備，操作技術，治

療團隊要求較高，實施治療所需時間也較長，不能在基

層醫院開展，不利於治療的推廣。但是，血管有效再通

圖1.54歲男性，突發失語及右側肢體乏力3小時。A:DSA發現左側大腦中動脈閉
塞。B:微導管超選進入大腦中動脈血栓，注入r-tPA。C:血管再通(TICI3)。

圖2.78歲女性，突發失語及右側偏癱2.5小時，靜脈注入r-tPA，然後即行
DSA。A:左側大腦中動脈仍閉塞。B:以Penumbra血管再通導管吸取血塊。C:血
管再通(TICI3)。

圖3.56歲男性，突發眩暈，右側麻痺乏力4.5小時。A:DSA見基底動脈閉
塞。B:Penumbra再通導管未能越過左側椎動脈V4段彎曲處，以Trevo支架捕獲
血栓。C:血管再通(TICI2a)，仍見左側大腦後動脈P3段閉塞，及基底動脈近段
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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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較高，不用溶栓藥物或僅需少量溶栓藥物也能達到

再通效果，降低出血轉化，治療時間窗較寬，因此禁忌

症的範圍相對較小。在臨床上，簡單快速的靜脈溶栓，

試驗數據較多，較早取得充足的證據確立主導地位。

國際上比較權威的指南是美國中風學會(ASA)及美

國心臟學會(AHA)定期更新的指南。最早提出的有一級

證據支持的血管再通方法是1996年的起病3小時內靜脈

使用r-tPA溶栓[1]，當時提及的血管內介入治療方法均

無充分的證據，僅僅限於臨床試驗使用。其後在2003

年[9]，2005年[10]更新的指南，均為1996指南的延續，無

大的變動。直到2007年指南才稍有突破[2]，指出對於不

適宜靜脈溶栓的病人，起病6小時內而且閉塞血管為大

腦中動脈才可以使用動脈內介入治療。其後2013年指

南才有較大的進步，指出靜脈溶栓時間窗延伸到4.5小

時。但動脈內介入治療並無突破，僅限於不宜靜脈溶栓

或靜脈溶栓失敗後的替代治療，而且是二級推薦[11]。

真正確立動脈內介入治療地位的是2015年指南。由於大

量的臨床試驗在2015年公佈，包括本文所引用的新英格

蘭醫學雜誌5項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一級證據，如上表

所示，介入治療無論在技術安全性，血管再通程度，及

最後在3個月評判終點mRs,均優於靜脈溶栓或傳統藥物

治療[3]。最終確立了動脈內介入治療在急性缺血性腦卒

中治療的地位，首度成為指南一級推薦方法。

介入方法在很早時已經顯示出再通程度高的優

勢，但早期數據一直反映再通程度高並不直接等同於

遠期mRs評分高。2005年Smith WS發表的Multi MERCI 

T r i a l，使用MER C I再通率達到70%，但mR s0-2的僅

36%[12]；2009年發表的Pivotal Penumbra Trial，使用

Penumbra再通率更達到82%，但mRs0-2的僅25%[13]，原

因在於實施治療耗時長這一缺陷抵消了再通程度高的

優勢，因為時間一長，能被挽救的缺血半暗帶就少。

最近的臨床研究通過成立專業治療團隊，改善流程，

改進介入工具，顯著縮短治療時間，最終克服了這一

缺陷。REVASCAT實驗要求在60分鐘內完成影像學檢查並

進行股動脈鞘管置入，如果需要先做靜脈溶栓，要求在

給藥30分鐘內獲取血管成像資料[8]；ESCAPE實驗從CT檢

查到股動脈鞘置入平均時間為51分鐘[6]；MR CLEAN實驗

則通過介入治療時麻醉方式的比較，得出使用鎮靜劑比

氣管內全麻速度更快，效果更好[5]。通過上表的比較，

遠期效果更好的實驗(mRs0~2>50%)，其血管再通時間

在200~224分鐘之間。因此，盡可能縮短診斷及治療時

間，是介入血管再通治療的關鍵因素。

澳門鏡湖醫院靜脈溶栓始於2008年，血管介入再

通治療綠色通道則建立於2010年。治療的方案基本遵循

ASA指南。流程設計上，病人到急診後，先由急診醫生

處理，經過影像檢查，明確為急性缺血性腦卒中，再由

內科住院總醫生到場評估，適合靜脈溶栓的病人再請

神經內科醫生到場執行治療，不適合靜脈溶栓的病人

再請神經外科醫生到場評估，適合介入治療的再請介入

團隊回院實施治療。此流程耗時長，結果時間窗更窄

的靜脈溶栓應用更少。動脈介入治療也進一步拖延，

限制了應用。2011年，鏡湖醫院經急診入院急性缺血性

腦卒中204例，靜脈溶栓1例，動脈介入6例；2015年，

靜脈溶栓7例，動脈介入11例。整整6年，動脈介入共58

例，平均每年不到10例，靜脈溶栓例數更少，溶栓率

僅3.5%~9%。實施了動脈介入的治療平均時間也達274分

鐘，與其它引用的實驗結果比較，時間最長。盡管在血

管再通率(81%)，症狀性出血率(6.9%)，最終的死亡率

(10%)這些反映技術成功及安全的指標方面達到國際先

進水平，但3個月最終效果的指標(mRs0-2)，只有61%，

與效果最好的EXTEND-IA的71%還是有差距。

光有技術的成熟，沒有解決耗時長的瓶頸問題，

無論是技術的應用，還是最終的療效都難以突破現有的

局面。解決的方法是重新制定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綠色通

道。2016年，鏡湖醫院執行新的流程。急診醫生在發現

疑似病例即啟動綠色通道，由神經內外科醫生組成卒

中小組及時趕赴床旁評估，當場根據CT圖像做出診斷及

治療決定而無需等待影像科醫生做出報告，對流程中的

每一步設置了時間要求，如到診30分鐘內完成CT檢查， 

接通知30分鐘內卒中小組成員到場評估，60分鐘內符

合指徵的病例必須實施治療，靜脈溶栓必須在進一步

CTA前執行。此流程，大大縮短了獲得診斷及治療 的時

間，擴大了技術應用，也將有可能提高遠期效果。這將

在執行新流程積累一定數量病例後總結得出結果。

結 論

鏡湖醫院開展急性缺血性腦卒中介入血管再通治療

6年來，盡管技術成功及安全達到國際水平，但在診斷

與治療流程上存在缺陷，制約了技術應用及遠期療效。

2016年新流程的執行，大大縮短了時間，希望在未來的

臨床數據上看到技術應用的擴大，遠期效果的提升。

（下轉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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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淋巴上皮瘤樣癌(1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LELC)在1987年由Begin等[1]首先報告，是一種少見的肺

腫瘤，根據WHO(2015)[2]肺腫瘤最新分類，歸類為其他

和未分類癌的一個亞型，指出該腫瘤較典型的非小細胞

肺癌預後要好，本文分析肺LELC臨床病理特點，同時對

其預後進行分析。

【摘要】  目的 分析原發性肺淋巴上皮瘤樣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LELC)

的臨床病理特點。  方法 分析6例原發性肺淋巴上皮瘤樣癌的臨床病理資料。  結果 6例原

發性肺淋巴上皮瘤樣癌患者中，男2例，女4例，均為澳門居民；均無吸煙，中位數年齡57.5

歲。組織學特徵為成片分佈的合體細胞樣生長，有大的泡狀核，核仁明顯，伴有明顯淋巴細

胞浸潤。 6例患者的免疫組化染色: 6例P63均為陽性，5例CK5/6陽性，1例CK5/6灶性陽性；

原位雜交檢測EBV小RNA(EBER)6例均為陽性，1例TTF-1局灶陽性，其餘均陰性，6例CK7均陰

性。1例死亡病例發現時已多處轉移且只口服化療藥半個月就自行放棄治療，其餘5例手術

及化療等治療後至今生存。  結論 LELC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肺癌，與EB病毒感染有關，中位

數年齡57.5歲，經病理組織學及免疫組織化學檢查診斷，對化療敏感，宜手術為主的綜合治

療，預後較肺大細胞癌好。

【關鍵詞】腫瘤；肺淋巴上皮瘤樣癌；預後；EB病毒

Clinicopathologic analysis of prim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lung

YIP Yuk Ching1 , CHU Wai Kuou2*
1.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primary Lymphoepithelioma- like 

Carcinoma (LELC) of the Lung.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pathological data of 6 cases of primary 
LELC of the lung.   Results  Of the 6 LELC patients, 2 were males and 4 females; all were Macao residents 
and non-smokers; median age=57.5 years. Histological features of LELC cells included a characteristic sheets 
and syncytial pattern of growth, large vesicular nuclei with prominent nucleoli, and marked lymphocytic 
infiltrat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6 patients revealed 6 cases positive for P63, five cases positive for 
CK5/6, one case of CK5/6 focally positive; In situ hybridization showe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EBV-encoded 
small nuclear RNA (EBER) in all of the 6 cases, with one case positive for TTF-1 focally, and the rest of them 
were negative. Six cases were negative for CK7. One dead case has been found to have multiple metastases 
and gave up her oral chemotherapy in two weeks. The remaining 5 patients have survived after surgery and 
chemotherapy.  Conclusion   LELC is a special type of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EB virus infection, with 
a median age of diagnosis at 57.5 years. Diagnosis was by histopath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t is 
responsive to chemotherapy, and surgery-based multimodality treatment is recommended. The prognosis 
is better in patients with LELC than in patients with large cell carcinoma of lung.

[Key Words]   Lung neoplasm;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of the lung; Prognosis; Epstein-
Barr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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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選取2011年1月~2015年12月，鏡湖醫院病理科確診

為原發性肺LELC的患者6例。6例患者均無吸煙史，就診

原因：咳嗽、發熱2例；氣促及全身痛1例；反覆心悸不

適1例；干咳1例；腹痛，伴胃低分化腺癌1例。6例患者

行胸部X-ray、CT、PET/CT發現肺部結節，分界不清，4

例考慮肺癌可能，手術治療；1例考慮肺癌可能伴骨、肝

轉移行穿刺活檢；1例考慮為胃低分化腺癌肺轉移，行肺

部腫瘤切除，術後6例均確診為原發性肺LELC。

二、方法

所有病例標本經10%緩衝福爾馬林液固定，常規石

蠟包埋，HE染色，光鏡下觀察。結合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抗體選用P63, CK5/6, CK7, TTF-1，利用Thermo自

動免疫組化機染色。EBER原位雜交檢測EBV：採用EBV寡

核苷酸探針(Epstein-Barr virus encoded RNA, EBER)原

位雜交技術檢測病變組織中EBV mRNA表達，探針為丹麥

Dako公司產品(Y5200)檢測，符合原發性肺LELC的診斷標

準，排除鼻咽癌轉移。

三、臨床特徵分析

所有確診病例通過住院號回溯其臨床資料，分析其

發病年齡、危險因素、分期、臨床表現。分期參照WHO肺

癌TNM分期標準。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6例肺LELC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4例；發現腫瘤時年

齡54~62歲，中位年齡為57.5歲。患者均來自澳門居民，

均無吸煙。3例發生在左上肺，1例左下肺，1例右中肺，1

例右下肺。

1例咳嗽伴發熱，x-ray示左上肺巨大腫塊影，邊緣不

清，大小範圍約9.9×9.7cm，CT下粗針穿刺診斷為肺LELC，

化療一個療程後複查x-ray示左上肺腫塊影縮小，邊緣較

前清楚，大小約7.7×5.5cm，化療第二療程後手術切除治

療，病理診斷為原發性肺LELC，分期為T4N3M0，術後化療。

1例跌倒後外院行頸椎內固定，術後複查發現右中肺

腫瘤伴雙下肺轉移，肝及骨轉移，9個月後出現氣促及全

身痛，經CT下粗針穿刺活檢診斷為原發肺LELC，口服半個

月化療藥後自行停藥，之後出現氣促及全身酸痛，發現肺

癌後1年心肺衰竭死亡。

1例5年前因腹痛治療後反覆不適，行胃鏡檢查診

斷為胃低分化腺癌，PET/CT檢查胃底體交界處胃壁增厚

1.4cm，代謝增高，考慮胃癌，同時PET/CT發現左下肺後

基底段結節，分葉狀，大小約1.9×1.9cm，邊緣較清楚，

代謝增高，考慮為胃癌肺轉移。4個月的胃癌化療後CT複

查，原左下肺後基底段結節，大小約0.7×0.95cm，較前明

顯縮小，內見壞死區，結節周圍尚見條索狀致密影(盤狀

肺不張)，邊界清楚，行胃癌根治術，診斷為胃低分化腺

癌，pT3N0，術後繼續化療。術後一年複查PET/CT，原左

下肺後基底段結節，直徑約0.7cm，與前PET/CT比較明顯

縮小，代謝活性減低，結節周圍見纖維灶。胃癌術後4年

複查PET/CT，原左下肺後基底段結節，大小約0.9×1.1cm，

與術後一年PET/CT比較有增大且代謝活性增加，行肺腫瘤

切除，診斷為LELC，分期為pT1a，腫瘤直徑1.2cm，術後放

療，首次發現肺部結節至今5年，生存。

1例為反覆心悸不適影像學檢查發現肺部結節，手術

治療，診斷為LELC，分期為pT1bN1。

1例因咳、發熱影像學檢查發現肺部結節，手術治

療，診斷為中等分化腺癌(Moderate differentiated ad-

enocarcinoma)及淋巴上皮瘤樣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分期為pT2N0M0。

1例因咳、發熱影像學檢查發現肺部結節，手術治

療，診斷為LELC，分期為pT1aN0。

二、病理特點

5例患者的腫瘤標本，肉眼觀肺LELC多為類圓形或

橢圓形，無包膜，境界欠清，最大直徑0.7~9.9cm，平均

3.1cm，腫瘤切面多為灰白色，亦有灰黃色，質地中等或

稍軟，部份伴有壞死或出血，1例為CT引導下經皮肺粗針

穿刺活檢標本。顯微鏡下病理切片見腫瘤位於肺實質內，

癌組織有明顯的推擠樣邊界和彌漫片狀的浸潤方式，癌細

胞體積大，細胞境界不清，呈合體細胞樣生長方式，胞

漿中等量，有大的空泡狀核和明顯的嗜酸性核仁，類似

於鼻咽未分化癌的泡狀核細胞癌亞型；少部份癌細胞呈

梭形結構。間質中有豐富的淋巴細胞浸潤，混合有漿細胞

和組織細胞，局部可見大量淋巴細胞浸潤到癌巢內把癌細

胞分成細小灶癌細胞群或單個細胞，癌細胞上皮性質顯示

不清，形態上易誤診為淋巴瘤。免疫組化染色顯示：所有

病例的P63表達均陽性(6/6)；5例CK5/6強陽性，1例部份

陽性(6/6)；其餘指標如CK7、TTF-1的表達均陰性(0/6)；6

例均進行原位雜交檢測EBVmRNA(EBER)呈陽性。其中1例合

併腺癌，免疫組化顯示腺癌成分CEA、TTF-1及CK7陽性，

P63及CK5/6陰性；原位雜交檢測EBVmRNA(EBER)陰性。而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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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為57.5歲，與文獻報導一致。本組患者均無吸煙，表

明吸煙可能不是其重要的發病機制。多個研究表明，通過

原位雜交染色可在原發性肺LELC癌細胞核內檢測出EBV小

RNA序列：文獻報導在亞洲患者中尤為明顯[9]；王康瑋等[9]

報導廣州12例肺LELC患者的EBER 陽性率為91.7%；張冬坤

等[10]報導廣州11例肺LELC患者的EBER陽性率為88.9%；韓

安家[11]報導了廣州32例LELC患者EB病毒編碼小RNA陽性率

為93.8%；本研究6例患者腫瘤組織EBV原位雜交均呈陽性

100%(6/6)，與文獻報導相符。由此可見，原發性肺LELC的

發病機制可能與EB病毒的感染有關。

本組患者的臨床症狀及體征與文獻[7,10,11]報導基本

一致，與其它肺大細胞癌及肺癌類似而無特殊性，最常

見症狀為咳嗽咳痰、胸痛、咳血絲痰等。

根據定義，LELC為具有大量淋巴間質的未分化的非

小細胞癌：在豐富的間質淋巴細胞反應的背景中，典型的

癌細胞體積大，細胞境界不清，呈合體細胞樣生長方式，

具有大的空泡狀核和明顯的嗜酸性核仁；免疫組化染色顯

示癌細胞明顯表達CK、CK5/6和P63，不表達腺上皮標記如

TTF-1、CK7[2]。肺LELC的形態學及免疫組化特徵與發生在

鼻咽部、涎腺、胃等部位的同名腫瘤相似，故確診該病

前，應首先排除來源於鼻咽等部位的轉移性LELC可能。本

研究6例標本CK5/6和P63均陽性，CK7均陰性，1例TTF-1局

灶陽性外其餘TTF-1陰性，符合診斷要求。

多個研究認為早期患者採取手術聯合化療的綜合治

療方案預後較佳，對即使不能手術的晚期肺LELC患者，

給予化療、放療和靶向治療等姑息治療，仍能取得較好

療效[9,10,12]。本研究中1病例發現肺腫瘤9.9×9.7cm，CT

下粗針穿刺診斷為肺LELC，化療一個療程後複查x-ray示

左上肺腫塊影縮小，邊緣較前清楚，大小約7.7×5.5cm，

化療兩個療程後行手術治療，至今生存；1例發現肺結

節1.9×1.9cm，邊緣較清楚，代謝增高，考慮為胃癌肺轉

移。4個月的胃癌化療後CT複查，肺結節縮小，大小約

0.7×0.95cm，4年後隨訪發現結節又增大，行結節切除加

放療，至今生存，其餘患者採取手術聯合化療的綜合治

療至今生存，與上述研究相符合。

年齡 性別 吸煙 病史 部位 大小cm) 治療 TNM分期 EBERs P63 TTF-1 CK5/6 隨訪

54 M 否 咳,發熱 左上肺 9.9×9.7 化療+手術+化療 pT4N3M0 + + - + 62個月後無瘤生存

56 F 否 氣促,全身痛 右中肺 不詳 支氣管活檢+化療 骨、肝轉移 + + - 部份+ 12個月後

61 F 否 反覆心悸不適 右下肺 2.4×2 手術+化療 pT1bN1 + + - + 40個月後無瘤生存

59 F 否 咳, 發熱 左上肺 4×2.4 手術+化療 pT2N0M0 +(腺癌-) +(腺癌-) -(腺癌+) + 20個月後無瘤生存

55 M 否 腹痛體查 左下肺 1.2×1.2 化療+手術+放療 pT1a + + 局灶+ + 64個月後無瘤生存

62 F 否 干咳 左上肺 1×1 手術 pT1aN0 + + - + 7個月後無瘤生存

巴上皮樣癌細胞CK7、CEA、TTF-1陰性，EBER陽性，P63及

CK5/6陽性。根據WHO肺癌組織學分型標準(第四版, Lyon, 

2015)[2]，病變符合原發性肺淋巴上皮瘤樣癌(lymphoepi-

thelioma-like carcinoma)（見上表及封3圖A~I）。

三、治療及隨訪

本組6例患者，隨訪截至2016年6月，隨訪時間7 

~64個月。其中2例行肺葉切除術聯合術後化療隨訪至今

生存；1例行肺葉切除術未化療至今生存；1例化療後4

年腫瘤因明顯縮小後再增大行腫瘤切除術聯合術後放療

至今生存；1例化療後行肺葉切除術聯合術後化療至今

生存；1例肺內及肝、骨轉移，未行手術，發現腫瘤9個

月後口服化療，半個月後患者自行停藥，12個月後心、

肺衰竭死亡。

討 論

LELC 為臨床非常少見的惡性上皮性腫瘤。多數源於

鼻咽部，少數源於涎腺、胃、肺和口腔等，發病具顯著

的種族和地理分佈特點[5,6]。肺原發性LELC更為少見，在

中國佔肺腫瘤的1%[6]。1987年由Begin等[1]首次報導了肺

LELC。WHO（2004）肺癌組織學類型分類將該病歸入肺大

細胞癌的一個亞型[6]，但在WHO(2015)肺腫瘤組織學分類

中，LELC被歸類於未分類癌的一個亞型，認為預後較其他

組織學類型肺癌好。目前認為肺大細胞癌患者的總體預後

較差，朱韌等[7]研究中的肺大細胞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為

17.9個月；陳程等[8]研究中肺大細胞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為23個月。而Huang等[4]研究中肺LE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是

5.9年；限於標本量不足及隨訪時間短，但從描述性的數

據中亦可觀察到相似的趨勢，本研究之6例肺LELC患者，

隨訪期7個月至64個月，1例死亡病例發現時已多處轉移且

只口服化療藥半個月，其餘5例手術及化療等治療後至今

生存，與上述報導基本一致。提示肺LELC有別於其它肺大

細胞癌，總體預後相對較好。

肺淋巴上皮瘤樣癌的性別差異不明顯，發病年齡比

其他類型肺癌相對年輕（平均年齡55.9歲~57歲），約

25%~40%為吸煙者[3-5]；本組6例患者中，女性較多，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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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原發性肺LELC是一種罕見的，獨特類

型的非小細胞肺癌。該腫瘤發病年齡較輕、與吸煙無

關，EB病毒感染可能在其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WHO(2015)肺腫瘤組織學分類中，LELC作為一種特殊的

類型而獨立出來，被歸類於未分類癌的一個亞型是合理

的。經病理組織學及免疫組織化學檢查診斷，對化療敏

感，宜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預後較肺大細胞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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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收住ICU的急性呼吸衰竭病人，若需要較長期使用

氣管內插管機械通氣，為了降低經喉插管之併發症（例

如:口腔潰瘍、氣道損傷、肺部感染等）及改善病人舒

適度，應施行氣管切開術以建立人工氣道[1-3]。近10年

來ICU醫生於床旁應用經皮氣管切開術(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PDT)已成為簡便、快捷

和安全有效的方法。近2年來筆者施行了20例經皮氣管

切開術，本文將總結相關經驗，加以討論及說明經皮氣

管切開術的施行步驟、相關適應症和併發症。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4年1月~2015年12月，本院ICU

共完成了經皮氣管切開術20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

8例；年齡：18歲~93歲（平均：51歲）；APACHE Ⅱ 

Score：8~39分（平均為22分）。收住ICU之主要病因

為：重症肺炎10例(其中3例需行ECMO治療)、心跳驟停

4例、腦卒中4例、神經肌肉疾病2例，這些病人均是經

過評估於短期內無法脫離呼吸機，需建立長期人工氣道

【摘要】  目的 探討ICU醫生在床旁為危重病人行經皮氣管切開術之安全性及效率。  

方法 對20例由ICU醫生施行的經皮氣管切開術病例之成功率、併發症和效果進行分析。  結

果 手術成功率為100%。1例病人因ECMO治療，需要Heparin抗凝，於術後第2天出現傷口大出

血，需進行縫紮止血及輸血治療；1例出現術後傷口感染。無出現氣胸/縱膈腔氣腫，無氣

管/食道損傷、無氣切導管錯位和無術中心跳驟停/死亡等嚴重併發症。  結論 經皮氣管切

開術操作步驟簡單，手術時間短，併發症少，對於ICU需要建立人工呼吸道的危重病人，由

有經驗的ICU醫生在床旁實施，是安全和有效的。

【關鍵詞】ICU；經皮氣管切開術；藍犀牛經皮氣切套件組

Safety of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in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LI Qi Sheng, LEI Man Chon, LIU Cheng Zhang*
I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PDT) as performed at the bedside by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doctors.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about safety,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 of PDT performed 
for 20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in ICU.   Results  The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insertion procedure was completely uneventful in all the patients. The mean operative time for 
PDT was 15min. The shortest duration was 10 min, and the longest duration was 20 min. There were two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one patient developing major bleeding because of concurrent ECMO support which 
involved use of anti-coagulant, and another patient suffering from post-procedure wound infection.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10%. There was no pneumothorax/mediastinal emphysema; no tracheal/esophageal 
injury, no tracheostomy tube being misplaced and no procedure-related mortality occurred during PDT.  
Conclusion   From our experience,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can be performed safety and 
efficacy without bronchoscopic guidance at the bedside in ICU.

[Key Words] ICU;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PDT); Ciaglia Blue Rhino Percutaneous 
Tracheostomy Introduc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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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重病患者。他們需行氣管切開術的主要適應徵包

括：1.嚴重腦損傷致昏迷；2.神經肌肉疾病需長期使用

呼吸機；3.肺部疾病致脫機、拔管困難；4.咳嗽排痰能

力差，多次拔管失敗。

二、手術方式  使用藍犀牛經皮氣切套件(Ciaglia 

Blue Rhino Percutaneous Tracheostomy Introducer 

Set)，Seldinger (needle-wire-catheter)技術和氣管擴張

導引組件完成手術[4-6]。手術步驟如下：1.將機械通氣病

人的FiO2調至100%，持續監測生命徵象；2.將病人平躺，

肩下置沙袋，使頸部呈過度伸展的氣切姿勢；3.給予適

當的短效靜脈麻醉(Propofol或Dormicum)、鎮痛(Morphine

或Fentanly)、肌肉鬆弛劑及局部麻醉(Lidocaine)；4.助

手在直視喉鏡監察下，將氣管內插管之氣囊適當放氣後

緩慢向外拉至適當位置（插管開口約在第1氣管軟骨環上

方）；5.常規頸部消毒鋪巾，於環狀軟骨下約1~2cm，橫

向切開皮膚1.5cm，鈍性分離皮下組織至頸前筋膜；6.以

14號注射導針穿刺氣管(第1和2或第2和3氣管軟骨環中

間)，穿刺成功後導針軟管留置氣管內；7.經由導針軟管

放入J型導引線進入氣管，然後移除導針軟管；8.以J型導

引線導引擴張器進入氣管作首次擴張；9.沿J型導引線置

入導引管，接着套入藍犀牛氣管擴張器，擴張並打開至適

當的開口；10.再經由J型導線及導引管將氣切套管置入氣

管內，隨即移除J型導線及導引管；11.確認氣切套管位置

後，拔除經喉氣管插管；12.用縫線固定氣切套管，吸清

氣道分泌物。

結 果

經皮氣管切開術均由ICU醫生於床旁完成，手術時

間（切開皮膚開始至完成置入氣切實套管）：10~20分鐘

（平均15分鐘）。手術成功率為100%，所有病例手術後常

規行胸部X光檢查，均確定氣切套管位置正確及無氣胸、

縱膈腔氣腫併發症。本組病例中，只有1例因重症甲型流

感肺炎併ARDS病人，因行ECMO治療需給予肝素抗凝，於術

後第2天出現氣切傷口大出血，需進行傷口探查、縫紮止

血及輸血治療；1例出現術後傷口感染，經適當抗菌素治

療痊癒。其餘病例均無出現嚴重出血、傷口感染、亦無氣

管損傷、食道損傷或術中心跳驟停/死亡等嚴重併發症。

討 論

隨着ICU重症病人的增加，需長期依賴呼吸機輔助

通氣的病人亦會隨之增加，因此氣管切開術可說是ICU病

房最常見的手術之一。根據研究，在ICU病房約10%~24%

的病人因長期依賴呼吸機，而需要施行氣管切開術，以

建立人工氣道及機械通氣，以改善組織供氧及清除氣道

分泌物[1,2]。因長時間經喉氣管內插管會造成許多併發

症，例如口腔潰瘍、會厭下狹窄、聲帶受損或麻痺、咽

喉和氣道損傷、肺部感染等，故對於短期無法脫離呼吸

機、咳嗽排痰能力差以及昏迷的患者，為了降低併發症

及改善病人舒適度，通常需施行氣管切開術[6-9]。而施

行氣管切開術的理想時機，則需考慮長期經喉氣內插管

的併發症、氣管切開術的風險，是否可減少呼吸機使用

天數、ICU住院天數、降低住院費用和降低病死率等。

Groves等研究[3]顯示，大部份的ICU建議應該在患者呼吸

衰竭10天內進行氣切為宜。Moller等[9,10]研究顯示ICU病

人以7天為界，在7天內早期行氣管切開可以減少呼吸機

相關肺炎、呼吸機使用時間及ICU住院時間。目前的臨床

研究[10,11]顯示，早期氣切可降低非預期氣管內管滑脫、

減少鎮靜安眠藥物使用，節省醫療成本支出、改善病人

氧合、氣舒適度，然而在呼吸機相關肺炎發生率、整體

死亡率，早期與晚期氣切並沒有明顯的統計學差異。

經皮氣管切開術與傳統氣管切開術比較，後者一

般需將病人轉到手術室施行，這對ICU危重病人而言增

加了轉送的風險。臨床研究[12,13]顯示，與傳統外科氣管

切開術(standard tracheostomy)相比，經皮氣管切開

術不增加手術相關併發症和死亡率。ICU醫生在床旁執

行經皮氣管切開術，可提高效率及安全性，降低手術併

發症。Higgins和Freeman等人[13,14]的分析則顯示經皮氣

切術在傷口感染及出血併發症明顯較低，手術時間比傳

統氣切術減少約5分鐘，醫療支出每人減少約456美元。

我們在ICU行經皮氣管切開術，經與傳統氣管切開術比

較，可為每位病人節省約250美元。Kearney PA[15]分析

了827例經皮氣管切開術病人，在行經皮氣切術之前平

均使用呼吸機10天，平均手術時間15分鐘，結果發現手

術相關死亡率為0.6%，術中併發症發生率約6%，術後併

發症為5%，最常見的併發症為出血，術後追蹤超過一年

時間發現有1.6%有氣道狹窄。在國外，施行經皮氣管切

開術時，均建議使用支氣管鏡置於氣管內，以便全程監

察整個手術步驟（如上所述），以增加手術安全性[16]。

我們的20例病人在手術時均沒有使用支氣管鏡進行輔助

監察，而代之以助手在直視喉鏡下將氣管內管向外拉至

適當位置後進行氣管穿刺定位，穿刺、擴張及置管之

手術成功率為100%，並無出現氣管損傷、食道損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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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縱膈氣腫和心跳驟停/死亡等嚴重併發症。這說明不

使用支氣管鏡進行輔助，也可取得相同的手術安全性和

效率，並且可減少醫療費用。

根據患者的生命徵象和血流動力學狀况，我們

在施行經皮氣管切開術時均常規給予Li d o c a i n e局

部麻醉、適當的短效靜脈麻醉(Pro p o f o l：30~50m g

或Do r m i c u m：3~5m g)、鎮痛(M o r p h i n e：5~10m g

或F e n t a n l y：50 ~ 1 0 0 m c g )和/或肌肉鬆弛劑

(Cisatracurium：5~10mg)，這可以令病人在無任何疼

痛的情况下，順利完成整個氣切手術。但因麻醉藥物的

使用，部份病例在手術過中可能會出現一過性的低血

壓，通過適當的輸液和調整藥物劑量後血壓很快會恢復

正常。

結 論

我們的實踐證明，對於需要建立長期人工呼吸道的

ICU危重病人，由經過培訓、有經驗的ICU醫生在床旁實施

經皮氣管切開術，是安全而有效率的氣切手術方式。手術

操作步驟相對簡單、手術時間短、併發症少，而且無需要

支氣管鏡進行輔助監察，可進一步為病人節省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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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日光性角化病(actinic keratosis)可能與紫外線

有關，常發生於面部，手等曝光部位，常見於中年以上

人群，是一種常見的上皮內腫瘤，以上皮細胞不同程度

的異型性增生為特徵，日光性角化病是癌前病變或早期

的鱗狀細胞癌至今尚無定論[1,2]；本研究對澳門鏡湖醫

院2009~2016年經手術切除，病理確診的34例日光性角

化病的病理病例按照性別，年齡，主要症狀，發生部

位，腫瘤大小，診斷及鑒別診斷進行回顧性分析。

資料與方法

收集本院2008年以來手術切除34例日光性角化

病，資料完整。手術標本常規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

石蠟包埋，3~4μm厚切片，HE染色，光鏡觀察形態及作

出異型性輕重判斷，記錄結果。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34例日光性角化病患者中，男15例，女19例，

男:女為1:2.67，發病年齡37歲~92歲，平均64.15歲，

【摘要】  目的 探討日光性角化病的臨床特點，病理學特點，診斷及鑒別診斷及臨床

治療新進展。  方法 對本院2009~2016年以收治的34例日光性角化病進行臨床資料統計，應

用HE染色進行病理學特徵觀察。  結果 34例日光性角化病患者中，男15例，女19例，男:女

為1:2.67，發病年齡37歲~92歲，平均64.15歲，31歲~50歲7例，51歲~70歲15例，71歲~90

歲12例，位於面部19例(55.88%)，位於頭頂部2例(5.88%)，頸部1例(2.94%)，手及手臂5例

(14.70%)，大腿及小腿5例(14.70%)，肩部1例(2.94%)，發現時間由2個月至3年不等。  結

論 日角光性化病(actinic keratosis)，本病可能與紫外線有關，常發生於面部，手背等曝

光部位，病理特徵為基底細胞可見異型性增生及真皮彈力纖維變性，臨床誤診率高，日光性

角化病治療以手術為主。

【關鍵詞】日光性角化病；臨床特點；病理學特點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34 cases with actinic keratosis

KU Kit Meng,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logical features,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ctinic keratosis.  Method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9 to 2016, 34 cases 
of actinic keratosi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HE staining.   Results  Thirty-four cases of actinic 
keratosis, (15 males and 19 female; male to female ratio 1:2.67) were reviewed. The age of onset was from 
37 to 92 years old, and the mean age was 64.15 years old. In Nineteen cases the lesion involved the face 
(55.88%), 2 on scalp (5.88%), 1 on neck (2.94%), 5 on hand and arm (17.40%), 5 on leg and calf(17.40%) 
and 1 on shoulder (2.94%).  Conclusion   The actinic keratosis is related to skin damaged by ultraviolet 
radiation.  They often appear on face and hand. The pathological features are dysplasia of the keratinocytes 
in the basal layer of the epidermis and solar elastosis in the dermis. The clinical misdiagnosis rate is high. 
Surgery is the main stake of treatment.

[Key Words]    Actinic keratosi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logi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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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50歲7例，51歲~70歲15例，71歲~90歲12例，位

於面部19例(55.88%)，位於頭頂部2例(5.88%)，頸部

1例(2.94%)，手及手臂5例(14.70)，大腿及小腿5例

(14.70)，肩部1例(2.94)，發現時間由2個月至3年

不等，皮損表現：紅斑18例(52.94%)，黑褐色斑9例

(26.47%)，黑褐色丘疹2例(5.88%)，紅褐斑伴糜爛1例，

痣樣丘疹1例(2.94%)，黑色結節1例(2.94%)，蟲蝕狀凹

陷1例(2.94%)，黑褐色斑伴潰瘍1例(2.94%)。

二、病理特徵

肉眼觀察：送檢組織多為帶皮膚組織，表面可見斑

塊或結節，大部份呈灰黑色，邊界不規則，質中，其中

2例表面可見潰瘍，大小由0.4×0.3~2×2cm。鏡檢：送檢

組織被覆鱗狀上皮，部份表皮可見出芽狀增生，全部表

皮可見局灶異型性增生，異型增生程度由輕度，輕至中

度及重度，真皮可見彈力纖維變性，其中1例可見潰瘍

（圖1、圖2 見封3）。

三、病理異型性分級

輕度20例，輕至中度10例，中至重度1例，重度3

例。

討 論

日角光性化病(actinic keratosis)，能與紫外線

有關[3]，常發生於面部，手背等曝光部位，100%患者真

皮內見彈力纖維變性也支持本病與外線輻射有關，瀝青

或煤及其提煉物均可誘發日光性角化病，患者的易感性

起決定性因素臨床誤診率高本病病理學的共同特徵為

表皮角化過度與角化不全交替，表皮基底細胞增生，上

皮腳呈芽蕾狀向真皮突起，基底細胞排列緊密，紊亂，

部份基底細胞核增大，深染，有異型性，真皮可見彈力

纖維變性，可伴帶狀或灶性淋巴細胞浸潤及血管擴張，

AK發病率為0.006%~0.7%，其中0.01%~0.3%可轉化為鱗

狀細胞癌[4]，國外報導未治療的AK轉化為侵襲性鱗狀

細胞癌的風險為每年0.025%~16%[5]，本次研究發現1例

(2.94%)AK進展為侵襲性鱗狀細胞癌，Lober等[6]認為AK

變異的細胞學特徵與鱗狀細胞癌相同，由AK到鱗狀細胞

癌是一個延續的過程，若不及時阻止，最後可能轉變為

皮膚鱗狀細胞癌；AK皮損一般發生在身體暴露的位置，

面頸部及手背多見，多為局限性，境界清楚，早期皮損

為淡紅色，黃棕色或灰褐色斑疹，直徑約1mm~1cm或更

大，表面有薄的鱗屑，病變發展緩慢，無明顯症狀或有

輕度癢痛感，皮損長期不退，逐漸增大，形成不規則黑

褐色丘疹，境界清楚，剝去鱗屑後，露出紅色濕潤的基

底，凹凸不平，呈乳頭狀，部份皮損表面高度角化，呈

疣狀或皮角狀，皮損處皮膚可見萎縮，乾燥，彈性減少

及毛細血管擴張，皮損可單發，也可以多發。

日光性角化病需與脂溢性角化病，砷角化病，脂溢

性皮炎，淺表型基底細胞癌，鮑溫病，紅斑狼瘡，惡性

雀斑樣痣及扁平苔蘚等鑒別。

手術切除是目前治療日光性角化病的主要手段，特

別是單發部位，對不宜手術的部位或多發性皮損，可選

擇液氮冷凍，CO2激光，光動力療法及外用5%5-FU霜或

溶液，維甲酸類軟膏，含雙氯芬酸的透明質酸凝膠等方

法，定期隨訪，本病預防應避免過多的紫外線照射，並

採用防曬措施，避免接觸有毒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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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t of skin cancer . Nature, 1994; 372(6508):773-776.

趙辨. 臨床皮膚病學. 3版. 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被社, 2001:577-578.

Lebwohl M. Actinic keratosis: epidemiology and progress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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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內游離體是由於各種病變或外傷原因出現

在關節腔內的游離體，導致膝關節交鎖、打滑、疼痛、

關節腫脹、關節軟骨損傷、創傷性關節炎等。2012年1

月~2016年5月本院採用關節鏡下手術取出膝關節內游離

體患者12例，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12例患者，男7例，女5例；年

齡22歲~85歲，平均年齡56歲；左膝4例，右膝8例；骨

性關節炎骨贅脫落形成游離體9例，創傷後游離體形成3

例。關節交鎖表現7例，捫及移動性包塊3例，關節腫脹

者4例，關節積血3例，均有關節疼痛及活動部份受限。

二、治療方法  設備及材料：美國史賽克常規

關節鏡系統、30度關節鏡、半月板縫合針等。手術方

法：採用腰麻或硬膜外麻醉，患者仰臥體位，患肢大

腿根部置氣囊止血帶。通過標準的前外及前內入路，

充分沖洗關節，清除增生的滑膜組織。按順序進行關

節內觀察：髕上囊、髕股關節面、內側間溝、髁間

窩、外側間溝。過程中在找到游離體可直接取出，若

游離體較大可直按延長關節鏡入路切口取出或體表固

定後小切口取出。術後處理：手術後不放置引流管，

加壓包紮，麻醉效果消退後可活動膝關節及負重行

走，傷口12天拆線。

結 果

本組單純游離體取出9例，合併半月板撕裂作了縫

合的3例，游離體數目1~3塊不等，形狀各異，全部病例

的游離體均取出，術中無併發症，均穫得隨訪，隨訪時

間3個月至1年，膝關節交鎖、打滑、疼痛、關節腫脹等

症狀緩解。

【摘要】  目的 探討膝關節游離體關節鏡下手術取出治療的技巧。  方法 2012年1

月~2016年5月本院對12例膝關節內游離體患者採用關節鏡下手術取出治療。  結果 手術中

證實，游離體位於髕上囊者6例，位於外側間溝1例；位於內側間溝2例；位於髁間前窩者3

例。所有患者膝關節內游離體均被取出，手術時間平均25分鐘（15~45分鐘），手術後患者

症狀完全解除，膝關節功能恢復正常，無併發症發生。  結論 採用關節鏡手術取出膝關節

內游離體安全有效，創傷小，恢復快，臨床效果好。

【關鍵詞】關節鏡；游離體；膝關節

The arthroscopic removal of knee loose body in 12 cases

CHANG Wun Fong, ZHANG Yu, FU Dan, CHAN Chi Kit*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technique of arthroscopic removal of knee loose body.  

Methods    Twelve cases of knee loose body removal were performed under arthroscopy from Jun 2012 to 
May 2016.   Results   According to our study, the location of the loose body found at patella bursa, lateral 
sulcus, medial sulcus, intercondylar fossa are 6, 1, 2 and 3. All of the loose bodies were removed.  Average 
operation time was 25minute (15~45 minute). After operation, the symptoms were relieved, the function of 
the knees returned to normal, and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Arthroscopic removal of knee 
loose body is quick,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Recovery and the clinical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Key Words]   Arthroscopy; Loose body; Knee joint

膝關節鏡下游離體取出術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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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游離體常見的成因包括：剝脫性骨軟骨

炎，常發現大多位於股骨內側髁負重區軟骨面；退變性

骨關節炎骨贅脫落形成的游離體，常位於髕上囊或髁間

前窩，因為這些位置空間相對較大；滑膜軟骨瘤病，多

見位於髕上囊或者髁間後窩；髕骨脫位伴骨軟骨切線骨

折，骨折塊可以來源於髕骨內側關節面或者股骨外側髁

軟骨面，這是由於髕骨向外側迅速脫出及復位過程中，

髕骨與股骨之間碰撞而致；關節內手術後骨及軟骨組織

殘留形成等[1]，多見於脛骨平台骨折切開復位內固定或

十字韌帶重建手術中鑽骨道時殘留的碎片[2]。

臨床上因主訴膝關節交鎖或打滑來診者考慮膝關

節游離體的，我們手術中發現游離體主要位於髕上囊及

髁間前窝，這是由於此兩個部位空間相對比較大，而部

份患者在術前行X片、CT或MRI檢查見游離體位於髕上囊

或髁間前窝，術中卻發現游離體移位，可能是手術時由

於水流沖洗、沖水壓力等因素作用下使位置與手術前發

生變化，手術時應注意。對於位於半月板下的游離體，

手術中不容易發現，術中需仔細用拉勾檢查雙側半月板

下方以防遺漏。臨床上經常見到X線片示膝後部異常高

密度影，通常診斷為游離體。我們在患者沒有膝關節屈

曲受限的情况下不建議行髁間後窝游離體取出，在實際

手術時，發現是由滑膜組織包裹，並不會導致臨床交

鎖、打滑等症狀，這點對於手術中手術操作有重要意

義。當然確有膕窩部的不適的患者，可以嘗試用關節鏡

將後室游離體取出，但需要視乎游離體的位置在術中需

加作後內或後外入路，一般可先在髁間入路明確游離體

位置而定後入路，而在後入路手術時應屈膝操作可以擴

大後室的關節腔容積使膕窝內的神經血管遠離。

關節鏡下手術取出膝關節游離體是最基本的膝關

節鏡手術操作技巧，一般需結合在伸膝位向屈膝位過渡

時作好髕上囊、髕股關節面、內側間溝、髁間窩、外側

間溝[3]的詳細檢查，視游離體大小而選用：1.沖洗吸引

法：適用於游離體較小，能夠通過膝關節鏡外套管沖洗

吸引取出，操作過程中同時需一手反覆擠壓後關節囊以

免小塊殘留，但大塊游離體此方法無效。2.直接鉗夾取

出法：在檢查膝關節腔時發現游離體可直視下將游離體

直接鉗夾，通過手術入路或擴大切口取出，但操作時遊

離體有脫落走失的可能，應注意游離體有可能嵌頓掉在

深筋膜層內。3.切碎取出法：大的游離體在術中難以直

接取出時用髓核鉗逐步咬碎後分塊取出，但要小心碎塊

殘留。4.小切口直接取出，游離體教大，不能以髓核鉗

咬碎者，可以故定後，自體表做小切口取出，小切口選

在髕上囊髕骨旁軟組織損傷較小[4]。

在傳統的關節內游離體依靠開放式手術取出時，

但不帶蒂的游離體位置經常會發生變化，單純軟骨性游

離體在X光片中是不顯影的，使得在術前和術中尋找困

難，甚至找不到游離體。因此切開取膝關節游離體以往

是非常慎用，只有在位置明確或固定的游離體才考慮切

開取出。而隨着關節鏡技術的發展，其具有檢查全面、

診斷準確、手術快捷、創傷小、康復快的特點上，致使

膝關節內游離體成為鏡下手術取出的最好適應證。

綜上所述，根據筆者的臨床經驗及術後隨訪，以

膝關節鏡取出游離體有手術簡單、較不會殘留、創傷

小、恢復快，臨床療效滿意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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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是呼吸系統疾病常見疾病，嚴重威脅人群健康。現

通過回顧分析2010年~2014年澳門鏡湖醫院CAP病人痰培

養，並根據結果提出相應對策，以提高本院痰培養的陽

性率。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2010年1月~2014年12月，13歲或以上經急診

或門診確診CAP，並收入呼吸科住院的2529例病人，用

【摘要】  目的 分析本院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住院

病人痰培養的現况及相關因素，根據結果提出相應對策，以提高本院痰培養的陽性率。  方

法 在2010~2014年的CAP住院病人中隨機抽取469例的臨床資料作回顧性分析。  結果 ≥65

歲的病人佔多數(63.3%)，其中81.5%經急診收入院，而且CAP老年病人多選擇到急診診治

(P<0.01)，27.7%的病人於急診開始使用抗生素。45.2%的CAP住院病人在規定時間內安排了

痰培養，但陽性率低(24.2%)，年齡是影響CAP病人痰培養陽性率的因素(P<0.05)。痰標本採

集方法以自然咳痰法為主(91.5%)。  結論 急診是CAP病人收治的第一線。痰培養送檢率和

陽性率低。建議急診醫生對住院CAP病人，特別是ICU的病人或老年CAP病人在經驗性使用抗

生素前，應先留取痰培養標本。

【關鍵詞】社區獲得性肺炎；痰培養；急診

Analysis of sputum cultur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inpatient

CHEONG In, LU Zhengfeng*, LEI Man Chon, HOI Sio Fong, PAN Jie Yi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e of sputum culture of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 

status and related factors,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result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ositive 
rate of sputum cultur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from 469 randomly selected CAP patients between 
2010 and 2014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ere ≥65 years (63.3%), 
of which 81.5%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through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lderly CAP patients 
preferred to consult emergency department as compared to younger patients (P <0.01). 27.7% of these 
patients had antibiotics therapy star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putum culture result turn-around 
time was within pledge in 45.2% of CAP inpatients. The positive rate was low (24.2%). Age was a factor 
influencing positive sputum culture results (P <0.05) with CAP patients. In majority cases the method of 
sputum specimen collection was natural expectoration (91.5%).  Conclusion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the first choice consultation site by most CAP patients. Ordering rate for sputum culture was low, as was 
the rate of positive culture. Emergency physicians are recommended to take sputum specimens for culture 
before prescribing empiric antibiotic therapy for the hospitalized CAP patients, particularly the elderly or 
those requiring ICU admission.

[Key Words]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Sputum culture;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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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軟件隨機抽樣20%，剔除不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

學分會所制定的《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中

的診斷標準[13]的病例，餘下的469例納入進行分析。

二、統計分析方法及結果判定

用SPSS 23統計學軟件分析其年齡、性別、入院部

門、抗生素使用率、按時送檢痰培養的百分比，並分析

入院部門與年齡、痰培養陽性率的相關性，P<0.05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符合診斷標準的病人469例，其中男性214例

(45.6%)，女性255例(54.4%)，平均年齡為67.1±23歲；

469例住院病人中，≥65歲有297例(63.3%)，<65歲有172

例(36.7%)，469例住院病人中有382例(81.5%)經急診收

入院，87例(18.5%)經門診收入院，Pearsonχ2 檢定值

10.418，P值為0.001。

經急診入院的382例病人中，於急診已開始使用

抗生素的有106例(27.7%)，但當中只有1例於急診使用

抗生素前留取痰標本送培養。而所有469例的住院病人

中，於48小時內留痰標本送培養的有212例(45.2%)，

其中用自然咳痰法留取標本的有194例(91.5%)，培養

結果陽性的有47例(24.2%)。

65歲以下的病人有94例進行痰培養，65歲或以上

有118例進行痰培養，212例痰培養結果中，痰培養陽

性的有60例，痰培養陰性的有152例，Pearsonχ2 檢定

值6.972，P值0.008。

急診收入院的有166例進行痰培養，門診收入院的有118

例有進行痰培養，212例痰培養結果中，痰培養陽性的有60

例，痰培養陰性的有152例，Pearsonχ2 檢定值3.446，P值

0.063。

討 論

呼吸系統疾病長居澳門死因第三位[1]，CAP是呼吸

系統疾病最常見的。它是指在醫院外罹患感染性肺實質

及肺間質炎症，包括具有明確潛伏期的病原體感染而在

入院後平均潛伏期內發病的肺炎，是威脅人群健康的常

見感染性疾病之一，特別是在老年病人和特殊人群中更

顯著[2]。

有研究指出，75%的CAP病人都是在急診進行初始的

診斷和治療[3]，而且建議到達急診後應盡快開始抗生素

治療，越早治療獲益越大[4]；但另一方面，不適當的抗

生素使用，會使疾病進程更為複雜和延長住院時間[5-7]；

加上高危人群社區獲得性多重耐藥菌感染正在向醫院及

其他護理機構漫延[8]，因此，急診醫生應充分考慮藥物

抗菌譜的廣度及敏感性，準確使用抗生素，從而延緩細

菌耐藥形勢的惡化[9]。痰培養標本是臨床上常用作肺部

感染病原學的診斷方法[10]，採集痰標本的方式主要以

自然咳痰法為主，但痰培養結果易受多種因素影響，例

如痰標本的採集與處理不恰當，則會降低細菌培養陽性

率，使臨床檢驗結果不夠準確，耽誤病人在最佳時間內

得到最好的治療[11]。因此，留取高品質痰標本對於痰培

養結果、臨床診斷及指導用藥都具有重要意義[12]。

本次納入分析的469例住院C A P患者，男女比例

差距不大(45.6%v s54.4%)。65歲或以上的病人較多

(63.3%vs36.7.4%)，當中有81.5%是經急診收入院，說

明急診是CAP病人診治的第一線；而且從入院部門與年

齡的相關性分析中得知，老年CAP病人更偏向選擇到急

診診治(P<0.01)，符合內地大型綜合醫院急診科所診治

肺炎病人的年齡分佈特點[9]。有22.6%的急診CAP病人於

急診開始使用抗生素，但其中在急診科留取的痰培養只

有1例(0.5%)。納入分析的469例住院CAP患者中有45.2%

的痰培養能按CAP指引要求於48小時內留標本送檢，送

檢率較內地的研究低(84.2%~100%)[14-15]，但有研究建

議對於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人，應盡快使用抗生素[4]，並

於使用抗生素治療前，進行病原學檢查，可在住院後根

據病原學報告選用敏感性抗生素，以指導臨床合理用

藥[15]。留取痰培養率較低，問題值得重視，而具體原

因有待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CAP病人痰培養陽性率低(24.2%)，與文獻

報導相符[14-17]。當中91.5%的痰標本是採用自然咳痰法

收集，但此法所留取的標本易被口咽部寄居菌污染，會

導致痰培養陽性率偏低[16]，不能有效指導臨床用藥，

影響臨床診斷與治療[18]，增加CAP病人的診斷費用[17]，

這是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可能也是本院留取痰培養率

較低的原因之一。研究還發現經門診或急診收入院的病

人，痰培養的陽性率無統計學差異。但老年CAP病人痰

培養陽性率較中青年病人高(P<0.05)。有研究指出多數

重症CAP病人年齡>65歲[19]，高齡又是社區獲得性多重

耐藥菌感染的誘因[2]。因此，急診對老年CAP病人進行

痰培養具非常重要的臨床意義，結果亦具代表性。

經查閱相關文獻，為提高本院痰培養的陽性率，

提出以下建議：

1.提高對留取痰標本送培養的重視程度，掌握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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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正確時機。

對於CAP住院的病人，尤其是ICU的病人[20]或老年

病人，進行痰培養非常重要。下呼吸道標本首次採集時

機應在使用抗生素之前；對於普通細菌性肺炎，痰標本

送檢每天1次，連續2~3天；懷疑分枝桿菌感染者，應連

續收集3天清晨痰液送檢[21]。據此原則，急診醫生應在

急診留取痰標本送培養[20]，可使患者入院後能根據結

果合理使用抗生素，在最佳時間內得到最好的治療。

2.嚴格按照正確的操作步驟採集痰培養標本。

痰標本的質量會直接影響檢測結果的準確性。病

人是主要因素，其中無力咳痰或痰少不易咳出的原因最

為突出。特別是老年病人，往往咯痰無力或痰液位於氣

管深部且黏稠，無法通過自主咳嗽獲取痰標本[22]。然

而正確採集痰培養標本是檢出病原菌的關鍵步驟之一，

能明顯提高痰培養的陽性率[23]。對於採用自然咳痰

法，但無力咳痰或不易咳出者，可先採用0.9%氯化鈉溶

液進行霧化吸入，以濕潤呼吸道，有利於痰液的稀釋，

促進痰液的排出[25]。護理人員應當以更多的責任心及

耐心告知病人留痰的正確方法及注意事項，指導咳痰，

同時可協助正確叩背，並做好評估及用物品準備，如有

假牙者，指導病人先取去假牙，再用冷開水漱口以去除

口腔中的雜質，並深呼吸數次後咳出氣管深處的痰液置

於無菌杯中。過程中注意嚴格執行無菌操作技術，防止

污染，以提高痰培養陽性率[21,24]。收集時還要對標本進

行檢查，對於肉眼就能分辨的不合格標本，如量不夠、

混入唾液等，應指導協助病人重新留取標本[11]。

3.嚴格遵守痰培養標本的送檢程序。

延遲送檢是影響痰培養結果的因素。本院要求護

理人員用無菌杯收集病人深部痰標本後，需立即送檢，

預防細菌增殖過快或微生物的死亡[26]；送檢時間嚴格

規定在1小時內，檢驗科接收標本後，會根據《臨床微

生物檢驗標準化操作》指引[27]，於30分鐘內予直接塗

片鏡檢，將痰標本分級後進行培養。嚴格根據指引使用

合格的標本及時送檢，可以提高痰培養標本的陽性率。

（致謝：教研部 陳瀚暉先生指導統計分析）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統計年鑑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

aspx?NodeGuid=d45bf8ce-2b35-45d9-ab3a-ed645e8af4bb.

王建芬, 王鳳玲, 何華, 等. 社區獲得性多重耐藥菌感染病人感染原

[1]

[2]

參 考 文 獻

因分析及預防對策. 護理研究, 2014; (21):2684-2685.

Feagan BG, Marrie TJ, Lau CY, et al. Treatment and outcomes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at Canadian hospitals. CMAJ, 2000; 

162:415-1420.

李淑剛. 社區獲得性肺炎(CAP)急診診治新進展. 世界最新醫學, 資

訊文摘, 2013; 13(11):362-364.

劉又甯, 趙鐵梅, 陳民鈞, 等. 中國城市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665例病

原學多中心調查.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 2006; 29(1):3-9.

黃海輝, 張嬰元, 黃紹光, 等. 上海地區社區性獲得性肺炎的病原學

調查. 中國抗感染化療雜誌, 2003; 3(6):32l-324.

馬渝, Boyer A, Castaing Y. 社區獲得性腸桿菌肺炎與普通肺炎的比

較. 中華急診醫學雜誌, 2005; 14(10):839-842.

歐陽育琪, 林應標, 黃紅, 等. 多重耐藥菌感染的臨床分析和耐藥性

監測. 實用預防醫學, 2010(3):453-455.

陳旭岩, 於學忠, 沈洪, 等. 北京地區三級甲等綜合醫院急診科成人

重症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治現况和致病原調查, 中國急救醫學, 2013; 

33(6):511-515.

楊嬌英, 鐘毓瓊, 蔡志軍. 85份合格咳痰標本檢驗與培養結果分析. 

檢驗醫學與臨床, 2011; 6(7):56-557.

李永紅. 痰培養標本不合格原因分析及對策. 現代臨床護理,  2014; 

5:21-23. 

滕月玲. 影響痰標本採集品質的因素分析及對策. 臨床肺科雜誌. 

2010; 15(4):574.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 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療指南. 中華結

核和呼吸雜誌, 2006; 29(10):65l-655.

林紅, 齊豔, 常媛媛. 老年社區獲得性肺炎121例臨床分析. 吉林醫

學, 2014; 06:1239-1240.

宋豔麗. 社區獲得性肺炎痰培養及藥物敏感試驗的分析.中國當代醫

藥, 2014; 10:36-37+40.

李學群. 改進痰培養標本採集方法對細菌學檢驗品質的影響.護理與

康復. 2010; 9(3):253-254.

中國醫師協會急診醫師分會. 急診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治專家共

識(一). 中國急救醫學, 2011; 31(10):865-871.

周建西. 呼吸內科住院患者留取痰標本的影響因素分析及對策. 中國

社區醫師,  2013; 15(4):166.

範家珊, 李有霞, 陸莎, 等. 重症社區獲得性肺炎的病原體分佈及藥

物敏感性分析. 實用醫學雜誌,  201l; 27(11):2047-2049.

陸一鳴, 陳影. 急診社區獲得性肺炎患者的快速診斷─解讀《急

診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治專家共識》. 中國急救醫學; 2012; 

32(2):128-129.

胡必傑, 劉榮輝, 陳文森. SIFIC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臨床實踐指引

用2013年).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80.

李蕾, 縱瑞美. 痰培養存在的問題及糾正措施. 實用醫技雜誌, 2006; 

13(19): 3525.

李偉峰, 羅道宗, 屈豔紅, 等. 痰標本品質與培養結果的關係. 中國

誤診學雜誌, 2007; 7(24):5783-5784.

李為, 宋晨, 曹建芬, 等. 呼吸內科住院患者留取痰標本的影響因素

分析及對策. 齊魯護理雜誌, 2011; 16(24):8-9.

鄒永輝. 痰培養標本留取的探討. 現代醫藥衛生, 2002; 18(3): 

234-235.

鏡湖醫院.鏡湖護理技術規範指南(第二版). 澳門:鏡湖醫院護理

部. 2016:209.

周庭銀,倪語星. 臨床微生物檢驗標準化操作.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

出版社. 2009:2047-2049.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本文编辑：張曉戰）



50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7, Vol 17. No.1鏡湖醫學201 7年6月第17卷第1期

‧經驗交流‧

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是鼻腔，鼻竇最常見的良性

腫瘤，其特殊的生物學特點使其具有與一般良性腫瘤不同

的鮮明特點。它具有破壞性生長方式，高復發性，極易惡

變，5%~15%的惡變率。鼻竇好發部位主要在上頜竇及篩竇，

鼻腔多發生在鼻腔外側壁及鼻中隔，臨床上主要以手術治

療為主。隨着對於鼻腔內翻性乳頭狀瘤的深入認識及鼻內鏡

手術的廣泛應用，鼻內鏡下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切除

術已逐漸取代傳統的鼻側切開切除腫瘤的手術方式。本科

2010年5月~2016年6月間治療的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患者

18例，在鼻內鏡下手術切除，取得良好效果。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0年5月~2016年5月住院治療的

SNIP(sinonasal inverted papilloma)患者18例，所有

病例均經病理確診。男17例，女1例；年齡29歲~66歲，

平均53.6歲，初診病例17例，復發病例1例，惡變2例，

主要症狀為鼻塞、流膿鼻涕、鼻出血、嗅覺下降或涕中

帶血等。18例患者均為單側發病，其中左側11例，右側

7例。T1期9例，T2期6例，T3期1例，T4期2例。病變範圍

累及上頜竇者4例，侵及篩竇者4例，侵及額竇者1例，侵

【摘要】  目的 總結鼻內鏡下治療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的手術方式及療效。  方

法 對2010年5月~2016年6月18例住院病人的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患者資料進行回顧性分

析。根據病變範圍及分期情况（鼻內鏡檢查及CT），採取標準式鼻內鏡手術、擴大式鼻內鏡

手術或鼻內鏡聯合鼻外進路手術，術後隨訪2~25月，並觀察遠期療效。  結果 術中可達到

內鏡直視下切除腫瘤，全部病例無發生嚴重併發症，隨訪統計標準式鼻內鏡手術病例16例，

其中復發1例；擴大式鼻內鏡手術1例；聯合進路1例。  結論 鼻內鏡下手術治療鼻腔鼻竇內

翻性乳頭狀瘤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方法，根據病變範圍及分期選擇合適的手術方式,並保證

腫瘤在明視下切除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 內翻性乳頭狀瘤；鼻腔鼻竇腫瘤；內鏡檢查；外科手術

Endoscopic surgery for sinonasal inverted papilloma

CHEN Min Feng, LIU Shui Ming*, LUO Jun Ji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g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ndoscopic surgery for sinonasal inverted papillom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18 patients with a diagnosis of sinonasal inverted papilloma treated by 
endoscopic surgery between May 2010 and  June 2016 was carried out. Three surgery options as standard 
endoscopic surgery, extended endoscopic surgery and combining endoscopic surgery with external approaches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umor extension assessed preoperatively by endoscopic examination and 
computer tomography (CT).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2~25 months.   Results  All the lesions 
could be excised under endoscopy without any complications. There was recurrence in one patient out of 
standard surgery group (16 cases), one patient received extended surgery group, and one patient received 
combining surgery group.  Conclusion   Endoscopic surgery was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sinonasal 
inverted papilloma. Surgical approaches should be careful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locations and extent of 
the tumors, and make sure that surgery be performed under endoscopic visual fields.

[Key Words]    Inverted papilloma; Sinonasal tumor; Endoscopic examination; Surgery

鼻內鏡下手術治療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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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蝶竇者1例，侵犯鼻外範圍2例。

二、病變範圍  術前行鼻內鏡檢查及CT或（和）

MRI檢查，根據病變累及範圍，按照Krouse臨床分期標

準[1]，將本組病例分為4期，T1期：腫瘤局限於鼻腔；T2

期：腫瘤局限於篩竇、上頜竇的內壁、上壁；T3期：腫

瘤侵犯上頜竇的外壁、下壁，以及蝶竇和（或）額竇；

T4期：腫瘤已有鼻（鼻竇）外侵犯，或有惡變。

三、手術方法  手術方式：所有病例均行鼻內鏡手

術，病例均選擇全身麻醉，全身麻醉者術中施行控制性

低血壓以减少出血。根據病變範圍手術方式分為：1.標

準式鼻內鏡手術：適用於腫瘤局限於鼻腔及中鼻道區域

者，包括篩竇（前組和後組）、額隱窩、蝶竇（病變範

圍屬於T1期、部份T2期及部份T3期）。在鼻內鏡下完整

切除腫瘤並保證0.5cm的黏膜安全邊緣；中鼻甲根據受侵

犯的範圍行部份或全部切除；開放篩竇氣房，徹底清除

病變組織及黏膜；額隱窩有病變的，需清理額隱窩，擴

大額竇口，用70°鏡頭檢查額竇內黏膜；蝶竇侵犯者，在

開放篩竇基礎上，切除蝶竇內腫瘤及病變黏膜，對於腫

瘤累及局部骨膜處均用激光燒灼處理。2.擴大式鼻內鏡

手術：病變侵犯上頜竇內壁、下壁，特別是合併侵犯下

鼻甲者（T2期及部份T3期），在標準式鼻內鏡手術基礎

上採用鼻內鏡下上頜竇內壁切除術，採用泪前隱窩入路

切除上頜竇內病灶，術中使用低溫等離子及激光設備處

理病變及骨質表面。3.聯合進路：對於病變侵及上頜竇

外側壁、下壁、前壁者（T3期），或術中冰凍惡變者，

除充分切除上頜竇內壁外，需結合柯陸氏入路，打開上

頜竇前壁，充分暴露病灶及其周圍界限，在可視清晰視

野下用鑽，低溫等離子，激光等設備進行對腫瘤組織切

除。對於腫瘤已有鼻（鼻竇）外侵犯的T4期患者，需根

據具體的範圍採取鼻內鏡聯合鼻外切口手術。手術時逐

塊切除腫瘤，必要時可以借助電凝。懷疑骨質浸潤者在

內鏡下應用電鑽磨去骨質。術畢鼻腔填塞根據術中出血

情况給予高分子生物膠或者使用膨脹海綿填塞。

四、術後處理及隨訪  手術後常規靜脈脈應用抗

生素預防感染，術後第2天開始清理鼻腔填塞物，第2~4

天內取完。出院後按鼻內鏡術後常規定期複查（術後第

1月每週1次，第2月每2週1次），進行術腔清理及鼻腔

沖洗，對可疑病變組織取病理檢查，至術腔完全上皮化

後每3~6個月複查以早期發現復發。本組病例中發現1例

在術後第12月鼻內鏡檢查發現左側額隱窩處局部復發，

切除並病理檢查證實為內翻性乳頭狀瘤，2例在政府醫

院跟進無法獲取隨訪後續資料。

結 果

標準式鼻內鏡手術病例16例，其中復發1例，1例術

後出現眶周輕微淤血，無需特殊處理後1週後好轉；擴大

式鼻內鏡手術1例，術後有半年鼻腔乾燥症狀；聯合進路

1例，因轉政府醫院，後期隨訪資料丟失。所有病例均無

出現複視、腦脊液漏、大出血等嚴重手術併發症。

討 論

鼻腔內翻性乳頭狀瘤為良性腫瘤，但和一般良性腫

瘤又有不同，具有局部侵襲性並呈多中心生長，生長力

強，易復發，少數易惡變的特點，多發於單側鼻腔，鼻竇

以上頜竇和篩竇為主。在治療方面，因其對放療不敏感，

所以手術治療為其主要的治療方法。手術是否徹底切除，

杜絕殘留是防止復發的决定因素[2]。術前我們常規行副鼻

竇CT掃描瞭解病變和骨質及竇腔關係，鼻內鏡檢查和病理

檢查瞭解腫瘤性質，可定位及定性，以盡可能準確做好術

前準備和手術方案的制定。從CT檢查來看，90%的鼻腔內

翻性乳頭狀瘤發生於中鼻道，最易發生於鼻腔外側壁，多

沿中鼻甲長軸生長，且多位於鼻腔中後部，良性內翻性乳

頭狀瘤腫物密度多較均勻(80%)，增強後腫瘤呈輕度強化

(60%)，周圍骨質改變為骨質外壓性改變[3]。另外，鼻腔

內翻性乳頭狀瘤易與鼻息肉、真菌性鼻竇炎等相混淆，鼻

息肉密度低，增強掃描強化不明顯，真菌性鼻竇炎者在上

頜竇多見，CT表現為上頜竇內軟組織影充填，密度常不均

勻，竇內常可見不規則點狀、綫狀或小球狀鈣化斑和小空

洞。上頜竇血管瘤內常見靜脈脈石，增強CT掃描強化較內

翻性乳頭狀瘤明顯。對於外生性乳頭狀瘤，堅硬呈乳頭

狀，主要生長於鼻前庭及鼻中隔處，對於內翻性乳頭狀瘤

則柔軟，易出血，多生長在鼻腔外側壁及鼻竇。

隨着鼻內鏡外科技術和相關手術器械的成熟，對

於鼻內鏡下內翻性乳頭狀瘤切除術和傳統鼻側切開術相

比，優勢如下：1.避免了面部切口和癖痕，術後併發症

少；2.術野清晰，具備圖像放大功能，有利於區分腫瘤

組織和正常黏膜；3.術中出血少；4.縮短住院時間。與

大多數報導[4,5]一致，本資料顯示鼻內鏡手術治療Ⅰ~Ⅱ

級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可達到很好的療效。Ⅲ級病

變者，由於病變涉及上頜竇，在內鏡下完全清除該處腫

瘤有一定難度，尤其是病灶位於前壁時，本組資料中我

（下轉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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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腦電圖是臨床上評價腦功能狀態的一個敏感指標，

具有價廉、無輻射及可動態觀察等優點，被廣泛應用於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的診斷和研究。但自1976年以來，腦

電圖應用在航空飛行人員選拔一直備受爭議[1-3]。本文通

過分析2014年1月~2015年12月期間在本院體格檢查接受

腦電圖檢查的飛行員腦電圖特點，客觀評價腦電圖在機

師體檢中的作用。

資料與方法

一、對象 2014年1月~2016年12月期間在澳門鏡湖

醫院體格檢查接受腦電圖檢查的所有飛行員，共計73

名，均為男性，來自17個國家及地區。受檢時年齡介乎24

歲~56歲之間，其中青年組（21歲~30歲）30例(41.10%)，

中年組（31歲~60歲）43例（58.90%）。

二、腦電圖檢查方法  檢測過程中，採用日本光

電JE-921A腦電圖機。頭皮電極按國際10-20系統安放於

雙側額極、額區、前顳、中顳、後顳、中央區、頂區

【摘要】  目的 調查澳門機師腦電圖檢查結果，提高大家對腦電圖檢查在機師體檢中

作用的認識。  方法 回顧本院2014年1月~2016年12月期間機師體檢腦電圖檢查結果，統計

分析腦電圖正常率、各年齡段背景波段分佈特點、過度換氣時高幅慢波出現的檢出率。  結

果 經體檢的73位機師腦電圖均為正常腦電圖，其中以α節律為優勢背景的佔93.15%，以β

節律為優勢背景的佔6.85%，過度換氣後誘發出現雙側對稱中高幅慢波節律佔2.74%。至今僅

有1位機師出現發作性意識喪失1次，複查腦電圖未見異常。  結論 受檢機師背景腦電頻率

與正常人群相仿，腦電圖應該作為機師入學及入職的常規體檢。

【關鍵詞】 機師；體格檢查；腦電圖檢查；過度換氣

Analysis of eletroencephalography results of Macau pilot’s (2014-2015)

CHEN Ling1*, LI Wen Jin2 ,WONG U Kam1 , TAM Ian Kit1 , CHEN Feng Yan3

1.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Emergenc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3.Department of Nursin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EG results of Macau pilots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EEG in their routine body check-up or physical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EEG results of 
pilots performed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were reviewed. The normal 
rate, EEG, the wave patterns among pilo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age group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high amplitude and slow wave during hyperventil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EG of 73 pilots were normal, in which alpha dominated rhythm accounted for 93.15%, beta dominated 
rhythm accounted for 6.85% and bilateral symmetrical high amplitude and slow wave rhythm induced 
by hyperventilation occurred in 2.74%. However, only one pilot had been experienced sudden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sult of repeated EEG was normal.  Conclusion   The EEG pattern of Macau 
pilots is similar to normal population. EEG screening test should be included as the routine body check-up 
physical examination for pilots.

[Key Words]    Pilots; Physical examination; Eletroencephalography; Hyper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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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枕區，參考電極置於雙側耳垂處。描記參數：靈敏

度7~10μV/mm，高頻濾波：30Hz，低頻濾波0.3Hz，紙

速30mm/s。受檢者在檢測前一天清潔頭髮。受檢時取坐

位，在安靜清醒閉目狀態下描記單極EEG1-2分鐘，然後

做睜閉眼試驗2次，每次10秒。過度換氣試驗：患者在

閉目狀態下，以20~25次/分呼吸頻率行3分鐘規律的深呼

吸，過度換氣結束後繼續描記腦電圖5分鐘。

三、腦電圖結果判斷  依據劉曉燕[4]主編《臨床腦

電圖學》中有關腦電圖結果判斷標準進行結果評判。

結 果

接受腦電圖檢查的機師73人，全部腦電圖均為正常

腦電圖。其中alpha節律佔優勢受檢者68例(93.15%)，

beta節律佔優勢受檢者5例(6.85%)。過度換氣試驗中出

現雙側同步高波幅theta波或節律受檢者2例(2.74%)，2

例陽性受檢者年齡均為中年組（見表1），未見慢波早期

出現及延遲消失現象，無局灶性改變。

表1.受檢者過度換氣有明顯反應患者比率

組別 受檢人數(人) HV陽性人數(人) 陽性率(%)

青年組(21~30歲) 30 0 0

中年組(31~60歲) 43 2 4.65

總計 73 2 2.74

討 論

澳門是一個多元化文化彙聚的地區，受僱用的飛

行員來自世界各地。本研究中受檢者的國籍共有17種，

均是無癲癇發作病史或為正常家族病史的人群，相對既

往研究樣本的選擇隨機性更高，樣本可靠性更強。從

本文統計結果顯示，以alpha節律為優勢背景的人群佔

93.15%，以beta節律為優勢背景的人群佔6.85%，與劉

曉燕[4]所著的比例相比(P>0.5)無統計學意義，與正常

人群背景節律分佈相仿。

本文中該試驗均採用描述性語言，研究結果顯示

典型表現者佔2.74%，，<10%，在正常人群過度換氣明

顯反應範圍內[5]。本研究出現典型過度換氣反應比率，

青年組為0%，中年組為4.65%，與既往報導年輕的個體

反應最強烈不相符。因為過度換氣試驗容易受到年齡、

血糖、過度換氣力度、體位等多種因素影響，需要擴大

樣本及規範過度換氣力度進一步觀察。過度換氣試驗是

一種經典的誘發試驗方法，典型的過度換氣反應包括雙

側同步的中至高幅慢波出現，成人分佈以大腦前部佔優

勢。異常表現主要表現為：1.單側或局部變慢；2.遲發

的對稱性或單側變慢；3.癲癇樣波形。它對癲癇失神發

作最敏感，敏感度可達80%。在成人，出現慢波的一側

或波幅較高的一側通常提示局部腦損傷或功能障礙，是

提高癲癇及腦部病變檢出率的一種重要方法。

腦電圖對於癲癇等發作性腦功能異常的診治是其

他方法所無法取得的技術，而且也可以為其他腦部病

變的診治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在腦電圖的極早時代，

Travis[6]等發現成人腦電圖具有長時間顯著的穩定性，

腦電圖的特徵主要決定於遺傳因素，其個體識別的可信

性大約為90%。黎振聲、楊梅華[7,8]等針對腦電圖中出現

的癲癇樣放電及懶波進行顱腦核磁共振掃描，發現病灶

與腦電圖之間的吻合率達到61%~74.8%。所以，當腦電

圖發現有局灶性變化時應該進一步完善核磁共振等影像

學檢查，明確有無器質性病灶。同時，機師飛行生涯中

定期進行腦電圖檢查是必要的，可及早發現顱內器質性

病灶，是一種廉價及有效的篩選方法。

腦電圖檢查是航空飛行人員入學或入職體查的常

規項目，主要目的是減少飛行中癲癇發作導致的事故

及死亡事件。因為其低發作的可能性，自1976年以來

部份臨床航天航空神經學專家不贊成使用腦電圖對無

症狀的飛行員進行選拔[2,9]。作為臨床醫生，應該用更

客觀及精細的眼光去看待腦電圖的結果與癲癇發作可

能性之間關係。目前隨着核磁共振成像(MRI)、正電子

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 E T)、腦磁圖技術、分子生物學檢測的發展，人們可

以用更先進的影像學、功能學或分子檢測手段去驗證

腦電圖異常或有癲癇症狀發作的患者腦內的病灶。

綜上所述，腦電圖應該作為機師入學及入職的常

規體檢。在發現腦電圖有癲癇樣放電的受檢者中，再次

分析異常腦電出現在背景中還是誘發試驗中，局灶性放

電或全面性放電，對局灶性放電的受檢者進一步完善顱

腦影像學及相關檢查排除器質性病變。在以後的工作

中，更應該觀察腦電異常的出現時段、方式和受檢者癲

癇發生率之間的關係，減少航空人才流失的遺憾。

本結果中全部受檢者腦電圖正常，考慮影響因素

有以下兩點：1.機師在飛行入學考試前已經行腦電圖

檢查篩查；2.根據于健[10]報導，招飛體檢學生為6291

人，腦電圖異常陽性率為1.14%，本結果樣本量較小，

以後可繼續增加樣本量觀察。

（下轉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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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鏡湖醫院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的流行病學特徵、

臨床症狀，與實驗室指標異常，協助臨床診斷以及分析冠狀動脈損害和丙種球蛋白(IVIG)抵

抗的關係。  方法 對澳門鏡湖醫院2009年7月~2016年7月收治的85例川崎病患兒的臨床資料

進行回顧性調查分析。分析KD的流行特點、臨床表現、治療效果，選取6項實驗室指標（白

細胞計數、血紅蛋白、血小板計數、C反應蛋白、血沉、肝功能）進行分析，將各指標與有

無冠狀動脈異常和IVIG治療的敏感性進行卡方檢驗。  結果 本次研究中男女比例1.74:1，

1歲~3歲為KD高發年齡段，<5歲共79例(佔93%)；典型川崎病58例，不典型川崎病27例。

IVIG敏感型79例(92.9%)，IVIG抵抗6例(7.1%)，血沉、CRP、PLT、WBC、ALT增高和Hb降低

的發生率分別為90.6%、88.2%、68.2%、54.1%、45.9%和37.6%。CRP與冠狀動脈損害有相關

性(P<0.05)，本組資料顯示上述6項指標與IVIG敏感性在統計學上無明顯相關性(P>0.05)。  

結論 KD急性期ESR、CRP、PLT 增高的發生率高，可協助KD急性期的臨床診斷。不典型川崎

病患兒冠狀動脈異常發生率更高(P<0.05)。早期識別不典型川崎病並治療是預防冠狀動脈病

變發生的關鍵。

【關鍵詞】 川崎病；臨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85 cases with Kawasaki disease 

LEONG Tip Fong ,  SUN Wai Tat *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pidemiologic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abnormal laboratory 

results in clinical diagnosis with Kawasaki disease in Kiang Wu Hospital in Macau,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treatment resistance with IVIG.  Methods   Eighty-five 
cases with KD hospitalized during July 2009 to July 2016 were reviewed. We choose leukocyte count 
(WBC), hemoglobin (Hb), platelet count (PLT), C-reactive protein (CRP),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 laboratory indicator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laboratory indicators and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and their sensitivity to IVIG treatment (Chi-Square 
test).   Results  The incidences of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1.74:1, 1-3 years old was the age with high KD 
incidence, <5 years old 79 cases (93%), typical KD 58 cases, atypical KD 27 cases. of 79 cases (92.9%) 
respond to IVIG treatment, 6 cases are resistant to IVIG treatment (7.1%). 85 Cases who had elevated 
ESR, CRP, PLT, WBC, ALT and Hb abnormalities in KD were 90.6%, 88.2%, 68.2%, 54.1%, 45.9% 
and 37.6% respectively. The extremely elevated CRP was rel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lesion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ove six indicators and IVIG sensitivity.  Conclusion   
ESR, CRP, PLT were found elevated in acute KD, which might b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of acute KD. 
Atypical KD cases have higher rat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P<0.05). Conclusion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atypical KD and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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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又稱為皮膚黏膜

淋巴結綜合症，是急性發熱性疾病，以全身血管出現變

態性反應性炎症為主要病理改變的結締組織疾病，冠狀

動脈最易受累，尚不明確病因的兒科較常見疾病。1967

年日本人川崎富作首先報告，世界各國均有發生，在亞

洲有相對較高發病率，可能與病原體感染有關，仍未找

到單一病原能證實，發病機制尚不清楚。本病為自限性

疾病，多數預後良好，有效應用丙種球蛋白<5%出現冠狀

動脈異常(CAA)，如未經有效治療患兒20%~25%發生冠狀

動脈瘤，更應長期密切隨訪，冠狀動脈瘤多於發病後2年

內消失，但常留管壁增厚和彈性減弱等功能異常，大的

動脈瘤不易完全消失，常致血栓形成或官腔狹窄[1]。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澳門鏡湖醫院2009年7月~2016年7月收治的85例川崎

病患兒的臨床資料。

二、方法

本組85例患兒進行回顧性調查分析，統計學方法

通過SPSS 13.0分析資料，計數資料以n(%)表示，採用

Pearson卡方檢驗P<0.05，表示資料存在明顯區別，檢驗

結果具有統計學對比價值。

1.川崎病診斷標準。具備持續發熱超過5天，經抗

生素治療無效，並具有如下所述5項指標中4項的即可診

斷為川崎病：(1)四肢末端出現病變：早期手足硬腫，掌

蹠紅斑；恢復期指趾端出現膜狀脫皮；(2)雙側球結膜

明顯充血；(3)口唇和口腔黏膜病變：口唇出現干紅皸

裂等症狀；口腔和咽部出現彌漫性充血症狀；(4)形成

以軀幹為主的多形性皮疹；(5)頸淋巴結腫大但屬於非

膿性腫大[2]。具有少於4項指標者，結合實驗室指標如貧

血、轉氨酶升高、血小板在1週後>450000/mm3，白細胞

計數>15000/mm3，低蛋白血症或經超聲心動圖有冠狀動

脈病變者或出現新發症狀，同時排除其他疾病，即可診

斷為不典型川崎病[3]。

2.超聲心動圖診斷有冠脈病變數據參考。需符合以

下3種情况之一者：(1)左前降支(LAD)或右冠狀動脈>=2.5 

Z score；(2)符合(Japanese Ministry of health)冠脈異

常，<5歲小兒冠狀動脈內徑>3mm，>5歲>4mm；(3)有以下>3

個特徵存在：包括冠脈管壁粗糙光亮、左室功能下降、二

尖瓣返流、心包積液、LCA或RCA在2~2.5Zscore。

3.療效判斷標準：(1)有反應型：即患兒熱退及臨

床症狀及體征改善；(2)無反應型：IVIG治療後36小時發

熱不退（T>38℃）或給藥後2~7天症狀再現（發熱及至少

1項川崎病症狀，除外繼發感染）[2]。

結 果

一、流行病學特徵

一般資料：本組85例川崎病患兒於2009年7月~2016

年7月在本院住院治療，其中男54例，女31例，男：女

為1.74:1，其中1歲以內27例(31.8%)，1歲~3歲41例

(48.2%)，3歲~5歲11例(13.0%)，5歲以有6例(7.0%)。4~7

月份多見，共47例。典型川崎病58例(68.2%)，不典型川

崎病27例(31.8%)（見圖1及圖2）。

圖1.川崎病患兒年齡及例數分佈圖

圖2.川崎病比例

二、本組85例川崎病患兒臨床表現回顧性調查分析

圖3.川崎病患兒臨床表現百分比

三、本組85例診斷川崎病患兒，通過分析，不典型

川崎病患兒冠狀動脈異常發生率70.3%相較於典型川崎病

患兒的24.1%發生率更高，為P<0.05（見表1）。

四、6項實驗室指標同冠狀動脈損害的關係(見表2)。

五、6項實驗室指標同IVIG抵抗的關係(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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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典型川崎病與不典型川崎病患兒冠脈異常發生率比較

項目 例數
冠狀動脈異常例數
(冠狀動脈瘤例數)

冠脈異常發生率
(%)

典型川崎病 58 14(0) 24.1

不典型川崎病 27 19(2) 70.3(P<0.05)

表2.冠狀動脈正常組和異常組實驗室指標異常發生率比較[n(%)]

組別 n ESR CRP PLT ALT Hb WBC

冠狀動脈正常組 52 49(94.2) 49(94.2) 37(71.2) 22(42.3) 21(40.4) 29(55.8)

冠狀動脈受損組 33 28(84.8) 26(78.8) 21(63.6) 17(51.5) 11(33.3) 17(51.7)

表3.IVIG治療敏感組和抵抗組實驗室指標異常發生率比較[n(%)]

組別 n ESR CRP PLT ALT Hb WBC

IVIG敏感組 79 71(89.9) 70(88.6) 52(65.8) 35(44.5) 29(36.7) 44(55.7)

IVIG抵抗組 6 6(100.0) 5(83.3) 6(100.0) 4(66.7) 3(50.0) 2(33.3)

六、治療與效果

IVIG治療方案：(1)IVIG共2g/kg治療方案，單劑1

日靜脈脈滴注治療38例(44.7%)；(2)1g/kg×2天治療46

例(54.1%)；(3)0.5g/kg×4天治療1例(1.2%)。

結 果

I V I G敏感型79例(92.9%)；完成1個療程IVI G無

效：IVIG應用48~72小時後仍未退熱有6例(7.1%)提示

IVIG無反應型需接受第二次IVIG治療有4例(4.7%)，再

次IVIG+甲基強的松治療2例(2.4%)。

討 論

川崎病病因未完全明確，本病可能為免疫系統過度

活化，觸發免疫介導的全身性非特異性血管炎。川崎病

患兒可累及多個器官，嚴重者可出現冠狀動脈損害，並

可能引起缺血性心臟病或猝死，例如冠狀動脈瘤或冠狀

動脈狹窄，產生冠狀動脈瘤破裂，心肌梗死等嚴重的併

發症。已成為兒童後天性心臟病的主要病因[4]。

一、流行病學特徵

川崎病多發生在嬰幼兒，我國川崎病的發病年齡分

佈在12日~18.8歲，其中以幼兒階段發病率較高，本組

85例患兒中，男女比例1.74:1，1歲~3歲為川崎病高發年

齡段(41例，48.2%)，<5歲共79例(93%)，與我國川崎病

的發病男女性別比(1.5~2.3:1)及發病年齡中位數在1.7

歲~2.5歲相約[5,6]。本組病例4~7月發病多見，另外少部

份病例進行呼吸道病毒病毒測試，顯示合併腸/鼻病毒感

染較多見，可能與發病季節及當時流行病毒感染有關。

二、臨床表現與川崎病

本病臨床表現多樣，以發熱、雙側非滲出性結膜

炎、口唇及口腔黏膜充血、肢端改變、皮疹和頸部淋巴

結病變為臨床特徵，本組發熱最長持續時間為16天，平均

為7.52天。平均住院天數8.1天。其中雙側球結膜明顯充

血病變68例(80.0%)，口唇和口腔黏膜病變68例(80.0%)，

多形性皮疹65例(76.5%)，四肢末端出現病變手足硬性水

腫或/及指趾端膜狀脫皮62例(72.9%)，頸淋巴結腫大57例

(67.1%)。但症狀、體征出現時間不一，程度不等，某些

症狀可始終不出現，給診斷帶來一定困難。

三、實驗指標與川崎病

本組資料實驗室檢查缺乏特異性，但實驗室多項

指標綜合分析有助於不典型川崎病的診斷。WB C在急

性期明顯升高，病程1週左右達到最高值。也有研究

將>12000/mm3或者中性粒細胞分類>0.8或者外周血中性

粒細胞中毒顆粒作為一項危險因素，本組資料顯示WBC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另外血小板在急性期可正常或

下降，於病程第2週開始升高，3~4週達高峰。目前認為

PLT是一種細胞急性炎症反應物，參與血管炎症的一部

份。川崎病內皮細胞啟動PLT，PLT大量消耗，骨髓代償

性生成PLT，使血液呈高凝狀態，更易形成冠狀動脈血

管微血栓或附壁血栓，導致冠狀動脈擴張或冠狀動脈瘤

形成。有研究顯示，也可能成為預測冠狀動脈病變預後

的因素，川崎病急性期兩項炎性指標均明顯升高。本組

資料中ESR>50mm/h，77例(90.6%)，CRP>50mg/L，這兩

項指標的異常率均>88%，也可作為不完全川崎病輔助診

斷的指標。

四、川崎病治療

本組85例確診川崎病後在急性期予以大劑量阿司匹

林30~50mg/kg/日治療。熱退48~72h小劑量aspirin3~5mg/

kg/日口服6~8週抗凝治療，待血沉、CRP恢復正常，無

冠狀動脈病變證據方可停藥，對有冠狀動脈病變則持

續用藥，按受累度決定療程。目前主張在起病10內單劑

IVIG(2g/kg)聯合阿司匹林為川崎病標準療法，能有效提

高該疾病的臨床治療總有效率，降低患兒冠狀動脈病變

的發生率，更快地緩解患兒病情，臨床中推廣應用。對

於IVIG無反應型的處理建議重複使用IVIG(2g/kg)治療1

次，相當部份病例體溫可下降，臨床表現逐漸消失，如

果體溫仍不退，建議甲基強的松1~2mg/kg/d分2~3次給藥

連用3天，續以口服強的松治療，逐漸減量療程6週[7]。

在預後及隨訪本組發生冠狀動脈異常共33例，在1~8週隨

訪，有29例複查冠狀動脈正常，驗血指標：血沉、C反應

蛋白、血小板均恢復正常，均在6~8週後可停用小劑量

aspirin口服治療。

近年來不典型川崎病病例增多，確診時間明顯延

長，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又因不典型川崎病患兒冠狀

（下轉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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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t-小柳-原田病綜合征(Vogt-Koyannagi-Harada 

disease, VKHS)是一種累及全身多個系統的炎症性疾病，

主要表現為脈絡膜炎、脈絡膜視網膜炎、視乳頭炎、視

神經視網膜炎和肉芽腫性全葡萄膜炎[1]。VKH的診斷主要

基於臨床表現和眼底熒光血管造影(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改變，FFA在VKHS早期檢查中具有特

征性的表現，對早期診斷有重要意義。現將本院近年來

確診的VKHS患者10例18眼 FFA 特征作一回顧性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對象  分析2007年4月~2015年8月間在本院確

診的VKHS患者10例18眼，其中男性6例，女性4例，年齡

最大57歲，最小27歲，平均年齡45.6±8.2歲。單眼發病2

例，雙眼發病8例。起病時間最短2天，最長21天，伴頭

暈頭痛6人。耳鳴者無伴聽力下降患者2例，無全身伴隨

症狀者4例。

二檢查方法  詳細詢問患者葡萄膜炎及全身病史。

常規眼部檢查，包括裸眼視力及矯正視力（採用國際標

準視力表)、眼壓測量（採用TOPCON非接觸式眼壓計）、

眼前節裂隙燈檢查，散瞳眼底鏡檢查，眼底彩色照相，

FFA（採用TOPCON TRC-50IC眼底照相機），光學相干斷

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採用

TOPCON 3D OCT-1000 OCT機）及眼科B超等檢查。

【摘要】  目的 分析Vogt-小柳-原田綜合征(Vogt-Koyannagi-Harada syndrome, VKHS)

的眼底熒光血管造影特點。  方法 對10例18眼VKHS患者進行詳細眼部檢查，並行眼底熒光

血管造影(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檢查，觀察其特點。  結果 10例18眼患

者中FFA表現：13眼造影早期視盤表面毛細血管擴張，後期呈高熒光；18眼後極部及中周部

表現為多發性強熒光斑點，後期呈多湖狀染料積存的高熒光；15眼後極部及中周部脈絡膜背

景熒光呈斑點狀充盈缺損；8眼放射狀條形低熒光。  結論 VKHS具有損害視網膜色素上皮的

特點，FFA的特征性改變對該病早期診斷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Vogt-小柳-原田綜合征；眼底熒光血管造影；造影特征

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study of 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

HONG Sin U, LAI Iat Fan, CHAN Pan Fai, NGAN Kuan Kuan, LEI Soi Lin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in 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 (VKHS) 

using 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  Methods   10 cases (18 eyes) of VKHS were examined with 
fundus color photography and 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Results  In 10 cases (18 eyes) of VKH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FA showed optic disc epicapillary dilatation in the early phase, and fluorescence 
leakage in the advanced stage in 13 eyes. Multiple exudation of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RPE) appeared 
in 18 eyes in the early phase. Cystic fluorescein reservoir was observed in the late phase. Punctated choroid 
fluorescein filling defect at the posterior pole and central periphery of ocular funds was observed in 15 
eyes.  There were hypofluorescence hangs radiating from the optic disc in 8 eyes.  Conclusion   VKHS can 
damage RPE. FFA is an important examination of VKHS.

[Key Words]   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 Fundus fluorescein angopgraphy; FFA characteristics

Vogt-小柳-原田綜合征眼底熒光血管造影分析

熊倩瑜* 賴一凡 陳濱暉 顏群群 李瑞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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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18眼中初診視力低於0.1者4眼，0.1~0.3者4眼，

0.3~0.5者6眼，0.5以上4眼。眼前節有葡萄膜炎症反

應，如角膜後沉着、房水閃輝等有4眼。眼底檢查：視

盤水腫充血10眼，視盤及其附近斑點狀出血5眼，視盤周

圍及後極部放射狀皺褶14眼，後極部及中周部視網膜黃

白色斑片狀水腫滲出，呈不規則"丘陵"狀外觀8眼（見圖

1），呈滲出性視網膜脫離4眼。

圖1.雙眼視乳頭充血，後極部見放射狀皺折，黃斑水腫，後極部視網膜呈黃

白色斑片狀水腫，呈不規則"丘陵"狀外觀。

圖2.造影早期，視盤周圍、後極部及中周部脈絡膜背景熒光呈斑點狀充盈缺

損和遲緩，視盤表面毛細血管擴張，染料滲漏，逐漸形成強熒光。

圖3.造影早期後極部見放射狀條狀低熒光，以視盤為中心向周邊延伸。

圖4.後極部及中周部表現為多發性針尖樣強熒光、後期呈多囊樣或多湖狀

染料積存。

FFA表現：造影早期，視盤周圍、後極部及中周部

脈絡膜背景熒光呈斑點狀充盈缺損和（或）遲緩者15眼

（見圖2）；13眼視盤表面放射狀毛細血管擴張，染料滲

漏，晚期形邊界模糊強熒光（見圖2）；8眼放射狀條狀

低熒光，以視盤為中心向周邊延伸（見圖3）；5眼視盤

附近斑點樣出血遮蔽低熒光；18眼後極部及中周部表現

為多發性針尖樣、後期呈多囊樣或多湖狀染料積存（見

圖4）;未見有Dalen-Fuch結節的征象。

討 論

VKHS是一種累及全身系統特殊類型葡萄膜炎症性疾

病，典型表現為雙眼肉芽腫性全葡萄膜炎，伴有神經系

統症狀，如腦膜刺激征，可有聽覺系統改變，白癜風，

毛髪變白或脫落等病變。本病病因尚未明了，一般認為

可能與自身免疫反應、病毒感染及免遺傳因素有關。

VKHS是一種針對全身黑色素細胞的一種自身免疫性疾

病，有色人種發生較多，如亞洲人、西班牙人、美洲印

地安人等[2]。在中國此病佔葡萄膜炎發病率的14%，有

29.6%的患眼最終因各種合併症而失明或僅存低視力[3]。

在美國發生率僅1%，在日本是9%。本病女性多於男性，

年齡多發於20歲~50歲。本組中男性6例，女性4例，

男：女約3:2，平均年齡45.6歲。

臨床上診斷標準尚未統一，以往使用美國葡萄膜炎

研究學會制定的標準（1978年），但隨着對疾病的認識，

至1999年美國洛杉磯召開國際VKH專題會提出新診斷標

準，但因該標準太複雜繁瑣，故我國較常用的是楊培增

教授提出的診斷標準：1.無眼外傷或內眼手術史；2.眼外

表現：頭痛、皮膚毛發改變、耳鳴、聽覺異常等。3.符

合下列情况之一：(1)初發者：A.雙眼彌漫性脈絡膜、視

盤水腫、滲出性視網膜脫離。B.多灶性強熒光和視網膜

下染料積存。(2)復發者：A.反複發作的肉芽腫性前葡

萄膜炎。B.晚霞狀眼底。C.Dalen-Fuchs結節。D.熒光素

眼底血管造影檢查顯示呈窗樣缺損或蟲蝕樣熒光改變。

VKHS有獨特進展規律，在不同階段其臨床表現不

同。根據疾病發展過程，VKHS分為前驅期，急性葡萄膜

炎期，恢復期及復發期。VKHS發病前3~7天，患者往往

出現前驅症狀，如發熱、噁心、乏力、頭痛、頸項強

直、頭部皮膚過敏、眼眶疼痛、眼痛、畏光、流淚、耳

鳴、聽力下降等表現，也有患者可無前驅症狀。本組患

者中，起病時間最短2天，最長21天，伴頭暈頭痛6人，

耳鳴者無伴聽力下降患者2例，無全身伴隨症狀者4例。

VKHS雙眼可同時或短期內先後發病，本組患者中，單眼

發病2例，雙眼發病8例。其中有1例一眼發病後13天，

另一眼亦發病。VKHS眼部臨床表現多為急性發病，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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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下降，可在1天至數天降至指數，在葡萄膜炎發生

後2週內，主要表現為雙側彌漫性脈絡膜、脈絡膜視網

膜炎、視乳頭炎，大多數患者出現神經上皮淺脫離，可

見滲出性視網膜脫離。急性葡萄膜炎期後，往往出現反

複發作的前葡萄膜炎，至晚期呈晚霞樣眼底。本組病例

中初診視力低於0.1者4眼，0.1~0.3者4眼，0.3~0.5者6

眼，0.5以上4眼。早期出現前葡萄膜炎反應的有4眼。眼

底檢查：視盤水腫充血10眼，視盤及其附近斑點狀出血5

眼，視盤周圍，後極部放射狀皺褶14眼，後極部及中周

部視網膜黃白色斑片狀水腫滲出，呈不規則"丘陵"狀外

觀8眼，呈滲出性視網膜脫離4眼。

對VKH的診斷主要依靠症狀，特征及輔助檢查，尤

其FFA檢查對應葡萄膜炎期具有特征性改變，FFA具有特

征性改變。表現為早期色素上皮針尖狀高熒光點，快速

滲漏，晚期融合成多湖狀視網膜下熒光積存，對於VKH診

斷及療效觀察具有重要意義。VKHS發病初期視乳頭炎視

乳頭周圍視網膜炎較明顯，本組病例造影早期13眼出現

視盤滲漏，視盤表面毛細血管擴張，染料滲漏至晚期形

成邊界模糊的強熒光區，視網膜動脈血管未見改變，靜

脈血管輕度充盈迂曲，少量斑片狀出血灶，未見滲漏，

可見該病中央血管系統較少受累。本組中有脈絡膜皺

折者8眼，FFA表現以視盤為中心，呈放射狀分佈的低熒

光[4]。脈絡膜皺褶與視網膜大血管走行相類似，可能由

於脈絡膜的充血水腫所致。VKHS的發病機制可能是炎症

細胞對脈絡膜的浸潤[5]，壓迫脈絡膜血管導致障礙，使

楊培增. 臨床葡萄膜炎.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393.

Moorthy RS, Inomata H, Rao NA. 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 

Surv Ophthalmol 1995; 39:265-292.

孫世珉. 葡萄膜病學. 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 2002:359-361.

楊培增, 李紹珍. 葡萄膜炎.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8:311-334.

文峰, 吳為菊, 黃時洲, 等. 伏格特-小柳-原田綜合征併發脈絡膜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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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腎小球(Glomerular Filtrationg Rate, GFR)是評估腎

小球濾過率功能的主要指標，但GFR不能直接測定，需

通過某種標記物的清除率來反映。臨床上正確評估腎小

球濾過功能對慢性腎臟疾病的診斷、治療、療效觀察，

調整藥物劑量以及判斷開始腎臟替代治療時機等均有重

要意義。臨床上可用肌酐清除率(Creatitine Clearance, 

CCr)作為粗略評估腎小球濾過率GFR的指標，由於24小時

尿量留取不準確等因素，導致結果有一定的偏差。國內

外學者應用患者的血肌酐濃度和人口統計學特徵開發了

一系列GFR評估的計算方法[1-4]，這些方法估測GFR存在一

定差異。本研究通過測定患者血漿肌酐及胱抑素C水平，

用慢性腎臟病流行病學協作組(Chronic Kidney Disease-

【摘要】  目的 探討2種腎小球濾過率計算方法評估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的臨床運用價值。  方法 測定912例2015年8月~2015年11月在本院

住院及門診的患者（年齡21歲~93歲，男475例，女437例）血漿肌酐(Creatine, Cr)及胱抑素

C(Cystatin C, Cys C)水平，血漿肌酐用肌酐酶法測定，胱抑素C用增強透射免疫比濁法測定，

基於血漿胱抑素C公式計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1，與MDRD(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 MDRD)公式計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2進行比較，評價2種方法用於評估腎小球濾

過率的價值。  結果 數據分為四組，每組數據eGFR1與eGFR2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8882；

0.7635；0.8786；0.6037，每組P<0.001。  結論 用MDRD公式計算的eGFR2受肌酐濃度的影響

較大，對腎小球濾過率的評估有高估的現象；基於胱抑素C計算的eGFR1較準確，偏差度小；

eGFR1與eGFR2比較胱抑素C≤1.0mg/L無明顯優勢，胱抑素C>1.0mg/L以及肌酐≤0.905mg/dL有

明顯優勢。

【關鍵詞】 胱抑素C；腎小球濾過率；肌酐；評價

Clinical evaluation on plasma creatine-based and Cystatin C-based equations for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g rate

ZHOU Xiao Lan*, SIU Chi Fong, LEONG Sek In, HO Ka Lok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wo equations for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stimation based on 

plasma creatinine or plasma cystatin C.  Methods   Nine hundred and twelve in-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475 male, 437 female; age 21~93 years) between August to November in 2015. 
Plasma creatinine was determined by creatinine enzymatic methods and plasma cystatin C was determined by 
particle-enhanced turbidimetric immunoassay. The eGFR1, which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plasma creatinine 
and cystatin C, was compared with the eGFR2 which was based on MDRD calculation method.   Results  
All data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ere shown between eGFR1 and eGFR2,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0.8882, 0.7635, 0.8786, 0.6037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eGFR 
was found to be overestimated by using MDRD-based equation (eGRF2) due to fluctuation of creatinine. 
The eGFR1 was not better than the eGFR2 when cystatin C≤1.0mg/L. The eGFR1 was better than the 
eGFR2 when cystatin C>1.0mg/L and creatinine ≤0.905mg/dL.

[Key Words]  Cystatin C; GFR; Creatine; Assessment

基於血漿肌酐和胱抑素C計算腎小球濾過率的臨床運用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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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Collaboration, CKD-EPI 2012年）推薦的基於

胱抑素C計算方法計算eGFR1，並與MDRD公式計算的eGFR2

比較，探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及臨床應用價值。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5年8月~11月在本院住院及門診患者912例，皆為

黃種人，年齡21歲~93歲，其中男性475例，女性437例。

二、生化指標測定

採用經肝素抗凝的新鮮患者血漿。肌酐採用肌酐

酶法測定，胱抑素C採用增強投射免疫比濁法測定，

兩試劑均為羅氏原裝生產試劑，在羅氏Cobas 6000全

自動生化分析儀進行檢測，肌酐的參考值範圍為男性

59~104μmol/L，女性為45~84μmol/L，胱抑素C的參考值

為0.59~1.03mg/L。

三、GFR計算方法

MDRD計算方法：

男性：eGFR=186×(血清肌酐mg/dL)-1.154×年齡-0.203

女性：eGFR=186×(血清肌酐mg/dL)-1.154×年齡-0.203×0.742

基於胱抑素C的CKD-EPI（2012年推薦）計算方法

（見表1）：

表1.CKD-EPI腎小球濾過率計算方法

性別
肌酐

(mg/dL）
胱抑素C
(mg/L)

GFR計算公式

女

≤0.7
≤0.8 GFR=130×(Scr/0.7)-0.248 ×(Scys/0.8)-0.375 ×0.995Age

>0.8 GFR=130×(Scr/0.7)-0.248 ×(Scys/0.8)-0.711 ×0.995Age

>0.7
≤0.8 GFR=130×(Scr/0.7)-0.601 ×(Scys/0.8)-0.375 ×0.995Age

>0.8 GFR=130×(Scr/0.7)-0.601 ×(Scys/0.8)-0.711 ×0.995Age

男

≤0.9
≤0.8 GFR=135×(Scr/0.7)-0.207 ×(Scys/0.8)-0.375 ×0.995Age

>0.8 GFR=135×(Scr/0.7)-0.207 ×(Scys/0.8)-0.711 ×0.995Age

>0.9
≤0.8 GFR=135×(Scr/0.7)-0.601 ×(Scys/0.8)-0.375 ×0.995Age

>0.8 GFR=135×(Scr/0.7)-0.601 ×(Scys/0.8)-0.711 ×0.995Age

Scr=Serum Creatine及Scys=Serum Cystatin C 

四、數據處理

將數據分為四組，做線性相關及回歸分析；

對四組數據，分別作配對資料的t檢驗；

統計學處理：所有數據均在Excel 2010和SPSS 11.0

軟件上進行處理。

結 果

一、四組數據分別為

一組：所有的912對數據(e G F R1與e G F R2)；二

組：CysC≤1.0mg/L的數據351對(eGFR1與eGFR2)；三

組：CysC >1.0mg/L的數據561對(eGFR1與eGFR2)；四

組：Cr≤0.905mg/dL的數據178對(eGFR1與eGFR2)，其

中二組與四組相關性較差。四組數據通過t檢驗，每組

eGFR1與eGFR2具有明顯差別。四組數據統計學分析結果

見表2。

表2.eGFR1與eGFR2統計學分析結果

組別 列數 線性回歸方程 相關係數r P

一組（全部數據） 912 Y=1.092X+6.168 0.8882 <0.001

二組（Cys C ≤1.0mg/L） 351 Y=1.4084X-30.308 0.7635 <0.001

三組（Cys C >1.0mg/L） 561 Y=11.298X-0.634 0.8786 <0.001

四組（Cr ≤0.905 mg/dL） 178 Y=1.325X+6.113 0.6037 <0.001

二、與參考值比較

以GFR 80ml/min為判斷界限：二組(CysC≤1.0mg/L)

數據中eGFR1>80ml/min，eGFR2<80ml/min有6列，約佔

1.71%；三組(Cys C >1.0mg/L)數據中eGFR1<80ml/min，

eGFR2>80ml/min有62列，約佔11.05%；四組(Cr≤0.905 

mg/dL)數據中eGFR1<80ml/min，eGFR2>80ml/min有91列，

約佔51.12%。

討 論

菊粉清除試驗被認為是反映GFR的金標準方法，但

由於操作複雜，在臨床中難於普及使用；24小時內生肌

酐清除率常用於評估腎小球的濾過功能，由於肌酐的產

生與肌肉等因素有關，波動性較大，使結果產生一定的

偏差；其它的用於評估腎小球濾過率的方法同樣受到多

因素的影響，在臨床上未能普及使用。為方便、快速的

評估腎小球的濾過功能，國內外學者開發了一系列估算

GFR的計算公式，這些計算公式計算的GFR，其偏差和精

確度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胱抑素C是一種小分子量的

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所有的有核細胞都能穩定地產生

胱抑素C，胱抑素C幾乎完全被腎小球濾過，然後由腎小

管重吸收，腎小管不分泌，也不通過腎小管排泄，且胱

抑素C不受炎症反應、性別、肌肉以及年齡變化的影響，

是一種很穩定的物質，是反映腎小球濾過率變化的理想

的內源性標誌物[5,6]。作為腎小球濾過率GFR的標誌物，

胱抑素C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優於血漿肌酐。慢性腎臟

病流行病學協作組(CKD-EPI)在之前的基礎上，於2012年

推薦了更為精細的基於胱抑素C計算GFR的方法，本院於

2015年7月開始使用（之前使用MDRD公式計算）。

本文研究的結果顯示，MDRD計算公式計算的GFR對

腎小球濾過功能有高估現象，當肌酐≤0.905mg/dL，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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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素C >1.0mg/L時，計算的結果均大於CKD-EPI計算的結

果，上述數據表明CKD-EPI計算的GFR陽性率高於MDRD計

算的GFR。胱抑素C能穩定的反映腎小球的濾過功能，其

檢測方法簡單，檢測結果穩定，基於胱抑素C計算腎小球

濾過率，其偏差小，準確度較好，為臨床提供了一種較

準確評估腎功能的簡便方法，特別是有早期腎功能的損

害，該計算方法能及時反映出。但由於本次研究未能涉

及患者的身高及體重，也未能與金標準法相比較，尚需

進一步的研究。

Levey AS, Coresh J, Balk E, et al. National Kideny Foundation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evaluati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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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BPPV)是指頭部運動到某一特定位置

時誘發的短暫的眩暈，屬自限性的周圍性前庭疾病，是

反覆眩暈發作中最常見的病因。有研究發現，終身患病

率為2.4%[1]。雖然BPPV在臨床中非常常見，但誤診率及

漏診率很高[2]。為提高對本病的認識減少誤診，現對本

院診斷為BPPV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以提高診治意識。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5年1月~2015年8月

在本院診斷BPPV的患者共107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華

醫學會耳鼻喉科學分會2007年的診斷指南[3]。患者均有

頭部運動到某一特定位置出現短暫眩暈病史，並經Dix-

Hallpike和/或Roll試驗陽性，不伴其他神經系統體征，

並排除其他疾病引致。

二、方法  記錄患者年齡、性別、發作類型、發病

【摘要】  目的 探討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BPPV)的診斷和治療效果。  方法 回顧性分析107例診斷BPPV患者的病程發作類型、發病後首

診科室、最初診斷、確診前就診次數、復位次數及復發情况。  結果 107例BPPV患者中，男

32例、女75例，年齡22歲~88歲，病程半天至45天。其中後半規管101例(94.4%);水平半規管

4例(3.7%)，混合型2例(1.9%)。手法復位效果好，一次成功者85例(79.4%)，隨訪期間復發

13例。第一次診治確診60例，未能確診47例。確診前曾做過的檢查有頭顱CT6例、頭顱MRI9

例、頸椎X光1例、頸椎MRI2例。  結論 BPPV是一種常見的周圍性眩暈疾病，進行誘發測試

及手法復位治療有助診斷及治療。提高醫生對BPPV的認識，及時轉介至相關醫生，患者可及

時得到診治及減少不必要檢查。

【關鍵詞】 眩暈；診斷；復位

Analysis of 107cases with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VAI Man Chi ,  LEONG Kit Wa*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 for benign paroxysmal positional 

vertigo (BPPV).  Methods   107cases diagnosed BPPV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or duration of vertigo, 
department for first consultation, first diagnosis, times lapsed before arriving at correct diagnosis, times of 
canalith repositioning procedure (CRP) and recurrence rate.   Results  32 males and 75 females with age 
of 22-88 years old. Posterior semicircular canal was involved in 101 cases (94.4%) whereas the horizontal 
semicircular and multiple canals are 4 cases (3.7%) and 2 cases (1.9%) respectively. Eighty-five cases (79.4%) 
recovered completely on the first visit. Examinations including brain CT (6 cases), brain MRI (9 cases), 
cervical spine x-ray (1 case) and cervical spine MRI (2 cas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diagnosis.  Conclusion   
BPPV is a common cause of peripheral vertigo disease. The Dix-Hallpike Maneuver or Roll test can help 
to make diagnosis and CRP remains an efficient treatment for BPPV.  Having better knowledge of BVVP 
and early referral might help to rapidly relief the symptom and reduce the time of visits and unnecessary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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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首診科室、最初診斷、確診前就診次數、復位次數及

曾做過的主要檢查及隨訪期間有無復發。

結 果

107例患者中，男性32例(29.9%)，女性75例(70.1%)。

男女比例為1:2.34，年齡22歲~88歲，平均年齡55.9±14.4

歲，病程半天至45天，平均天數8.1±9.3天。左側42例，右

側65例。就診次數共169次，平均診治1.6次。其中後半規管

101例(94.4%)；水平半規管4例(3.7%)，混合型2例(1.9%)。

106患者均予以Epley或Barbecue手法復位，一次成功者85

例(79.4%)；2次成功者18例(16.8%)，3次或以上成功者3

例(2.8%)。1例患者不同意手法復位。隨訪期間復發13例

(12.1%)。

第一次診治即確診者60例，其中神經科50例，耳鼻

喉頭頸外科10例。

誤診47例，首診科室為急診19例；普通內科18例；

耳鼻喉科4例；骨科2例；外科2例；神經內科1例；康復科

1例。誤診病例中，初診最常見的診斷:後循環缺血12例

(25.5%)；頸椎病4例(8.5%)；高血壓3例(6.4%)；神經官能

症3例(6.4%)；其他3例(6.4%)；未給出診斷22例(46.8%)。

曾做過的檢查有頭顱CT6例、頭顱MRI9例、頸椎X光1例、

頸椎MRI2例，結果均未發現器質性病變或責任病灶。

討 論

眩暈是涉及臨床多科室的常見症狀，病因多樣，

而BPPV具明顯特征性，但又常被忽略。BPPV眩暈特點是

體位快速改變時出現視物旋轉感，一般持續數秒至數分

鐘，體位固定後眩暈消失，通常不伴有其他症狀，Dix-

Hallpike或/和Roll測試可引出眼震而確診。該病以中老

年人多見，是青壯年的7倍[1]，並以女性多見。最常見的

發作類型是後半規管BPPV。有研究報導，後半規管BPPV

佔60%~90%；外半規管BPPV佔5%~30%[4]。本次資料結果

亦與報導相符。當遇到與體位有關的眩暈時要注意排除

BPPV，若臨床很典型但誘發試驗卻陰性時可隨訪，眩暈

持續時可重複測試，有時可得到陽性結果。

確診後若是後半規管BPPV可採用Epley手法復位，

對水平半規管BPPV用Barb e c u e手法復位[5]。本研究

中，確診病例手法復位一次成功者79.4%，兩次成功達

96.2%，提示手法復位效果好。與國外報導相似，第一次

成功率為82.3%[6]復發者亦可再次復位，同樣有效。

本次資料顯示，延誤診斷比例43.9%；由發病至確

診時間由半天至45天，而內地及國外報導的確診時間亦

有長達6~9個月[2,7]，時間出現參差亦是由於醫生對疾病

的認識不足所致。病者初診最常到的科室為急診、內

科、耳鼻喉科、骨科、外科及神經內科。加強上述科室

醫生對此病的認識可減少誤診的發生，其中首診未能診

斷的佔46.8%，提示醫生對眩暈的診治水平有待提高。

首診未能確診者47例中，予以頭顱或頸椎檢查有18

例(38.3%)。雖然影像學檢查可以排除某些疾病，但明確

的病史及誘發試驗陽性即可確診BPVV，能減少不必要的

影像學檢查。

結 論

BPPV是一種常見的周圍性眩暈疾病，誘發測試及手

法復位治療有助診斷及治療。提高醫生對BPPV的認識，

及時轉介至專科醫生，患者可及時得到診治及減少不必

要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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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小兒腸套疊是最常見的小兒外科急腹症，居嬰幼兒

腸梗阻的首位，其特徵是一段腸管套入與其相連的另一

段腸腔內，導致內容物通過障礙。典型的臨床表現為腹

痛、腹部包塊和血便。診斷主要依賴超聲和X線檢查，治

療主要是灌腸復位，包括X綫監視下空氣或鋇劑灌腸復位

及超聲監測下水灌腸復位治療，不具備灌腸復位條件或

灌腸復位失敗的需及時手術[1,2]。超聲診斷及治療操作簡

便，可以使患兒和操作的醫務人員避免放射線的傷害，

復位成功率高，越來越受到患者及醫務人員的歡迎。本

文總結了2012年1月~2016年4月本院超聲診斷腸套疊131

例，其中23例小腸套疊均於12小時內自行復位，108例回

結腸型腸套疊中1例非灌腸復位適應症，行手術治療，

107例行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105例復位成功，成功

率98.1%，2例復位失敗改行手術治療，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12年1月~2016年4月超聲診斷腸套疊131例，

其中小腸套疊23例，回結腸型腸套疊108例。患兒以陣

發性哭鬧、嘔吐、腹痛，腹部觸及或未觸及包塊、伴有

或不伴有血便來診，其中男性85例，女性46例，年齡2個

月~6歲，平均3.3歲。23例小腸套疊全部12小時內自行復

【摘要】  目的 探討全麻超聲監測下鹽水灌腸對小兒腸套疊復位的療效。  方法 回顧

分析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的療效及安全性。  結果 107例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105

例復位成功，成功率98.1%，所用壓力7~12kpa，注入水量450~1000ml，復位時間2~10分鐘，

未出現穿孔等併發症。  結論 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復位安全、有效，成功率高，並使

患兒免受放射線的傷害，可以作為小兒腸套疊治療的首選方法。

【關鍵詞】 腸套疊；超聲；全麻；鹽水灌腸；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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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saline enema under sonography monitor and 

general anesthesia for the reduction of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s.  Methods   This is a single center stud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n the use of saline enema under sonography monitor 
and general anesthesia for the reduction of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s.   Results  Out of the 107 saline 
solution enema cases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nd ultrasonic surveillance, 105 show successful reduction. 
The success rate reaches 98.1%. Practical pressure was 7-12kpa, volume of saline input was 450-1000ml. 
Reduction time was 2-10 minutes.  There was no complication as perforation.  Conclusion   Saline solution 
enema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nd ultrasonic surveillance can achieve safe reduction with great effectiveness 
and high success rate.  Since it can also avoid radiation hazard on children,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treating intussusceptions in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

[Key Words]  Intussusception; Sonography; General anesthesia; Saline enema; Reduction

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治療小兒腸套疊的療效觀察

李峻* 林寧 梁樹民 梁繼飛  楊波 蔡曉琳 張志峰 馬林峰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weiboat@hotmail.com



6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7, Vol 17. No.1鏡湖醫學201 7年6月第17卷第1期

位，108例回結腸型腸套疊中1例病史超過3天，患兒一

般情况較差，合併少量腹水，非灌腸復位適應症，行手

術治療，107例行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105例復位成

功，成功率98.1%，2例復位失敗改行手術治療。

儀器與方法：使用美國GE LOGIQ9或E9超聲診斷儀，

探頭頻率7~12MHz。檢查時患兒取仰臥位，對全腹部行

多切面掃查，短軸切面發現“同心圓”征，長軸切面發

現“套筒”征即可診斷腸套疊（見圖1），繼而觀察包

塊位置，測量包塊直徑及套入長度，觀察內部有無淋巴

結回聲，懷疑為小腸套疊時延長觀察時間，觀察能否自

行復位。診斷為回結腸型腸套疊時，外科、影像科及麻

醉科醫生會診，適合鹽水灌腸復位的啟動全麻超聲監視

下鹽水灌腸復位程序。患兒送至麻醉後復甦室，復位操

作前常規開放靜脈，未能配合者先給予5mg/kg氯胺酮肌

注，常規心電監護，經靜脈分次給予氯胺酮1mg/kg、異

丙酚1~2mg/kg，待患兒安靜入睡、睫毛反射消失後開始

進行復位操作。使用廣州市今健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生產

的JS-628電腦遙控灌腸整複儀，自肛門插入FoLey氏管，

氣囊充氣，將“T”型管两端分別連接於FoLey氏管和壓

力計，另一端為注水口，在超聲監測下將同皮温的生理

鹽水缓慢注入腸內，隨着注水量的增加，從6kap開始壓

力逐漸加壓，最高不超過13kPa，可見套入部由遠向近移

動，套入部逐漸後退、同心圓消失，結腸內的液體很快

進入回腸，回盲瓣清晰可見（見圖2），此時注水阻力感

消失，復位即成功。

圖1.腸套疊聲像圖

圖2.腸套疊復位聲像圖

結 果

超聲確診131例腸套疊患兒，其中小腸套疊23例，

均可見典型腸套疊超聲圖像，包塊橫切面呈“同心圓”

征，直徑約1.3~1.9c m，均<2.0c m；縱切面呈“套筒

癥”，長度約1.8~4.3cm，包塊均位於小腸分佈區域，在

觀察期間部份可見蠕動，所有病例均在觀察期間或12小

時內自行復位。回結腸型腸套疊108例，超聲見“同心

圆”包塊，直徑約2.4~4.3cm，縱切面呈“套筒癥”，長

度約3.4~6.6cm，內發現淋巴結50例，佔46.3%，其中1例

因病程時間較長（3日），腹腔出現少量腹水，患兒一

般情况較差，已不符合水灌腸復位指征，行手術治療；

107例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105例復位成功，成功率

97.2%，復位所用壓力最低為7kPa，最高12kPa，注水量

為300~900ml，復位時間2~10分鐘，無腸穿孔等併發症發

生；2例因水灌腸復位失敗改行手術復位，其中1例術後

證實合併腸扭轉。

討 論

腸套疊系腸管的一部份及其附着的腸系膜套入鄰近

的腸腔內，是嬰幼兒常見的急腹症之一，居嬰幼兒腸梗

阻的首位。多見於1歲以內、2歲以下的患兒，佔發病人

數的80%，男孩發病率約為女孩的2~3倍。小兒腸套疊分

原發性和繼發性，約95%為原發性，多由腸蠕動紊亂、

腸系膜過長、回盲部活動度大或感染等引起。繼發性是

由消化道畸形、腫瘤、息肉等所致。小兒腸套疊發病早

期症狀不典型者臨床診斷較困難，如不能及時明確診斷

並將套入腸管復位，因腸系膜血管受壓，套入部腸管可

能絞窄而壞死、穿孔，甚至危及患兒生命[3,4]。陣發性哭

鬧、嘔吐、血便和腹部包塊是小兒腸套疊的主要臨床表

現。腸套疊的分型是根據套入部最近端和鞘部最遠端腸

管而命名的，一般分為5型：小腸型、結腸型、回結型、

複雜型（復套）及多發性腸套疊，其中回結型最常見，

很難自行復位，時間越長腸管受損越重，故需緊急處

理[5]。而小腸套疊“同心圓”包塊直徑較小，多可自行

復位，本組23例小腸套疊的同心圓包塊直徑均<2.0cm，

套入長度短，<4.3cm，部份包塊在觀察20~30分鐘時可見

鬆解，最長的12小時內包塊自行消失，以上特征與文獻

報導一致[6]。超聲發現為小腸套疊時，可以延長觀察時

間或數小時後複查，避免不必要的過度治療。對臨床需

排除腸套疊的患兒應及時行超聲檢查，超聲在診斷小兒

腸套疊中，是最簡便、有效的影像學方法，同時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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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監測水灌腸復位，其優勢是使患兒免受放射線的傷

害，順應當今綠色影像的理念。

超聲監測下水灌腸復位簡便安全，隨着注水量的

增加和水壓的增高，可見套入部由遠向近逐漸移動、消

失，小腸進水，在中腹部可探及充滿液體的小腸在同一

橫斷面上的集合影，類似於一串葡萄或蜂窩狀，稱之為

“類葡萄”征，是復位的明確影像，同時操作者注水阻

力感消失。復位成功和避免腸穿孔併發症，關鍵在於壓

力的選擇。復位一般從低壓開始，最高不宜超過12kPa。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宜灌腸，應手術治療：發病超過48

小時；嚴重腹脹或有腹膜炎表現；復位壓力已達12kPa,

且反覆多次復位不成功者。

超聲監測下水灌腸治療小兒急性腸套疊是一種無

損傷性治療手段，最早的報導見於1982年，Kim等成功

進行了2例超聲實時監視下溫鹽水灌腸回結腸套疊復

位[7]，我國在80年代由王光大等率先採用超聲監視下水

灌腸復位的新技術代替傳統方法，其後，這種技術被

陸續報導，Kim、Ba和Rohrschneider等研究表明復位前

用鎮靜藥可提高復位的成功率，達91%~96%[7-9]；Flaum

等的研究也表明復位成功率與使用鎮靜藥呈正相關，使

用低劑量鎮靜藥是導致低成功率的一個影響因素，他們

的研究計劃未來使用全身麻醉[10]。笔者結合國內外的

研究經驗，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磨合完善，制定了本院

的全麻超聲監視下鹽水灌腸腸套疊復位的流程，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滿足了患兒家屬對

無損傷治療的要求，避免了放射線對患兒的不利影響，

同時對醫務人員也是一種保護。水灌腸導致腸穿孔的風

險更小，且穿孔形式也是緩慢裂開而不是危害性更大的

爆炸性穿孔，即使出現腸穿孔也不會像空氣灌腸那樣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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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分析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治療的患者病情特點和中醫療法的作用。  方

法 收集、分析鏡湖醫院中醫腫瘤專科門診晚期癌症患者和中醫會診的病房晚期癌症患者的

臨床表現及中醫療法的應用。  結果 81例晚期癌症門診患者的病情表現主要為晚期癌症相

關的症狀，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或症狀，分別是37例

(45.68%),32例(39.51%)和24例(29.63%)；主要使用內服中藥治療，佔80例(98.77%)。37例晚

期癌症病房患者的病情表現主要為晚期癌症相關的症狀，晚期癌症導致的併發症，非直接由

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或症狀，分別是35例(94.59%),23例(62.16%)和 6例(16.22%)；主要

使用內服中藥及針灸治療，分別佔33例(89.19%)和10例(27.03%)。顯示內服中藥為中藥介入

晚期癌症治療的主要手段。28例病房死亡患者的治療後生存時間在2週之內及2週以上至1個

月者，分別為7例(25%)，和8例(28.57%)，顯示病房晚期癌症病人多為終末期患者，中醫介

入治療主要是針對晚期癌症相關的症狀及併發症的對症治療。中醫介入治療可改善晚期癌症

門診病人疲乏、疼痛、食慾下降、便秘及放射性口腔炎或鼻腔炎的症狀。  結論 本研究顯

示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療，主要是對晚期癌症相關症狀及併發症的對症治療，減輕常

規治療的毒副作用，以及治療某些非直接由癌症導致的疾病或症狀，從而達到改善晚期癌症

患者的症狀，減輕痛苦，提高生存品質。對於中醫療法的療效和機理，需要作進一步的循證

醫學的研究。

【關鍵詞】中醫；中藥；針灸；晚期癌症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in a 
hospital in Macau

CHEN Yuling 1, SHEN Jian 1, LUO Xiaoqin 1, QIU Xibin 2* 
1.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On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Methods   To collect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at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 respec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medic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in-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therapies.   Results  Among 81 patients with later stage cancer, incidence of symptoms 
caused by cancer, side effects of treatment and non- cancer related symptoms were 45.68%(N=37), 
39.51%(N=32) and 29.63%(N=24), respectively. The medical conditions of 37 in-patients were mainly 
cancer-related symptoms, complications of advanced cancers, and non-cancer-related conditions, they 
were 35 cases (94.59%), 23 cases (62.16%), and 6 cases (16.22%) respectivel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as major intervention solution for both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s. Most of the in-patients involved in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were at the end-of-life sta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could alleviate the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fatigue, pain, anorexia, constipation and radiotherapy induced 

澳門某醫院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治療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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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腫瘤發病率的上升，晚期癌症的病人也不斷增

多，然而本澳目前缺乏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治療的臨床研

究，故此，現將本院中醫腫瘤專科收治的晚期癌症門診

患者及中醫會診收治的晚期癌症住院患者作初步的調查

分析，分析在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治療中的患者病情特點

和中醫療法的作用。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2013年3月11日~2016年7月4日澳門鏡湖醫院中醫腫

瘤專科門診晚期癌症患者及2012年9月17日~2016年6月13日

經中醫會診的晚期癌症住院患者為研究物件，入選標準: 

經西醫明確診斷為臨床III期或IV期惡性腫瘤患者。剔除

標準：有惡性腫瘤史超過5年，已痊癒，無復發的患者；

惡性腫瘤診斷不明確的患者；臨床分期不明確的患者。

二、方法

回顧入選病例的臨床資料，重點對患者的病情、應用

的中醫療法、死亡患者的治療後生存時間等進行歸納分析。

1.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及中醫證候，將患者病情分

為以下幾類：

(1)西醫手術、放療、化療、標靶治療和內分泌等

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包括：全身反應、消化道反應、

骨髓抑制、周圍神經毒性、放射性口腔炎和鼻腔炎、放

療後遺症、其他（包括術後肢體淋巴水腫，放射性直腸

炎，內分泌治療的副作用）。(2)與晚期惡性腫瘤相關的

症狀，如癌痛、疲乏、厌食、發热、惡心嘔吐、便秘、

腹瀉等常見症狀，以及各具體癌症的相關症狀，例如肺

癌的咳嗽。(3)晚期癌症導致的相關併發症如癌性胸腹

水、恶病質、肠梗阻等。(4)恢復期狀態，指患者在西醫

常規治療後恢復期尋求對症治療或中醫調理。(5)非直接

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或症狀，例如：上呼吸道感

染、胃腸道疾病、月經不調、中風等。(6)其他，指患者

在常規治療前或常規治療中尋求中醫調理，諮詢等。

2.中醫療法

本文的中醫調理指根據患者不同的疾病階段和病情

變化，採用中醫療法扶正固本，解毒抑瘤，對症治療，促

進康復等。中醫療法指中藥內服（包括中草藥湯劑、中成

藥、中藥顆粒沖劑），中藥外用（包括中藥含嗽、中藥噴

喉、中藥外洗、中藥外敷），針灸和其他療法（包括耳穴

貼壓療法、體穴貼壓療法、艾灸、推拿）。中醫食療諮詢

指導、中醫藥膳指導在本研究中未作統計。

3.治療後生存時間

死亡患者的治療後生存時間指從患者接受中醫治療

之日起至死亡的時間。用直接計算法統計已死亡患者在

首次中醫治療後生存時間。

4.治療後常見臨床症狀的變化

根據中醫辨證，以症狀減輕或消失作為治療後常見

臨床症狀好轉的指標：

疲乏：經過治療，2週內症狀減輕或消失。

疼痛：經過治療，2週內症狀減輕或消失。已服西

藥止痛或未能確定是否服用西藥止痛藥的患者在本症狀

統計中剔除。

食慾下降：經過治療，2週內症狀減輕或消失。

便秘：經過治療，1週內症狀減輕或消失。

放射性口腔炎或鼻腔炎：經過治療，2週內咽乾疼

痛、吞嚥困難、口腔黏膜潰瘍、鼻咽分泌物增多等症狀

其中一項或以上減輕或消失。

所有數據均用Microsoft Excel進行統計。

結 果

一、晚期癌症患者常見病情

本研究共收集165例門診癌症病例，入選本研究的

門診晚期癌症病例共81例，男42例，女39例，年齡為37

歲~91歲，平均年齡60.33±12.36歲。臨床分期Ⅲ期40例，

Ⅳ期41例。其中大腸癌18例，鼻咽癌18例，肺癌17例，乳

腺癌7例，肝癌7例，其他惡性腫瘤共14例。共收集46例住

院癌症病例，入選本研究的住院晚期癌症病例共37例，男

19例，女18例，年齡為29歲~82歲，平均年齡62.43±13.39

mucositis in out-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mainly targeted cancer-related symptoms relieving, 
complications of advanced cancers, conventional therapies-related side-effects, and non-cancer-related 
conditions. Further study is needed to provide evidence to suppor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the 
intervention for relieving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symptoms,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prolonging 
survival while minimizing the side effects of major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cupuncture; Advanced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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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臨床分期Ⅲ期1例，Ⅳ期36例。其中肺癌13例，大腸

癌6例，肝癌6例，胃癌3例，其他惡性腫瘤共9例。

晚期癌症門診患者臨床表現主要為晚期癌症相關的

症狀，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病房患者臨床表現主要為晚

期癌症相關的症狀，晚期癌症導致的併發症（見表1）。

表1.晚期癌症患者常見病情

門診患者（81例） 病房患者（37例）

例 % 例 %

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 32 39.51 2 5.41

晚期癌症相關的症狀 37 45.68 35 94.59

晚期癌症導致的併發症 11 13.58 23 62.16

恢復期狀態 18 22.22 0 0

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或症狀 24 29.63 6 16.22

其他 3 3.70 0 0

二、中醫介入的具體療法

門診患者主要採用內服中藥治療，病房患者主要採

用內服中藥和針灸治療（見表2）。

表2.中醫療法在晚期癌症患者中的應用

門診患者（81例） 病房患者（37例）

例 % 例 %

中藥內服 80 98.77 33 89.19

中藥外用 6 7.41 2 5.41

針灸 5 6.17 10 27.03

其他療法 9 11.11 2 5.41

三、患者治療後生存時間

病房晚期癌症死亡患者治療後生存時間在1個月以內

的佔了病房死亡患者的半數以上（見圖3），顯示病房晚

期癌症患者多為終末期病人，中醫介入主要是減輕晚期癌

症相關的症狀及晚期癌症導致的併發症帶來的痛苦。

表3.晚期癌症死亡患者治療後生存時間

生存期
門診患者（20例） 病房患者（28例）

例 % 例 %

2週以內 0 0 7 25.00

2週以上-1個月 1 5.00 8 28.57

1個月以上-3個月 7 35.00 4 14.29

3個月以上-6月 5 25.00 4 14.29

6個月以上-12月 4 20.00 5 17.86

1年以上-2年 3 15.00 0 0

表4.門診患者中醫介入治療後常見症狀好轉率

常見症狀
好轉

例 %

疲乏（19例） 18 94.74

疼痛（15例） 13 86.67

食慾下降（7例） 6 85.71

便秘（20例） 17 85

放射性口腔炎或鼻腔炎（11例） 7 63.64

四、中醫介入治療後常見臨床症狀的變化

初步分析顯示中醫介入治療可改善晚期癌症門診病

人疲乏、疼痛、食慾下降、便秘及放射性口腔炎或鼻腔

炎的症狀（見表4）。

討 論

隨着醫學理論和技術的迅速發展，醫療模式和觀

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晚期癌症患者的姑息治療及臨

終關懷研究及其應用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1]。有研究顯

示乏力、疼痛、衰弱、食欲下降、焦慮及體重下降是晚

期癌症最常見的症狀及體征，而這些反應直接影響患者

的生活質量，進一步會導致機體內分泌、免疫功能的失

調，致使病情恶化，從而使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影響

生存期[2]。對於晚期癌症，减輕症狀、提高生活質量，

帶瘤生存成為主要目標。中醫在治療晚期患者常見的癌

痛、疲乏、厌食、發热等常見症狀，以及癌性胸腹水、

恶病質、肠梗阻等癌症導致的相關併發症，顯示了較多

的優勢[3-11]。大量文獻報導顯示中醫藥有效地介入到在

癌症患者的康復與姑息治療中。自2006年起腫瘤已經連

續10年排在澳門人死因的首位[12]。

一、中醫介入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症狀

晚期癌症患者常見疲乏，疼痛，厭食，惡心嘔吐，

便秘，腹瀉，呼吸困難等症狀，以及癌性胸腹水，惡病

質，腸梗阻等併發症。本研究顯示中醫介入晚期癌症患

者的治療，主要通過對晚期癌症相關的症狀及併發症的

對症治療，減輕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以及治療某些非

直接由癌症導致的疾病或症狀，從而達到改善晚期癌症

患者的症狀，减輕痛苦，提高生存質量。雖然臨床上觀

察到許多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焦慮狀况，但多以軀

體症狀為主訴或申請中醫會診的目的，中醫心療（心

理、情志治療）、食療、運動療尚有發揮的空間。

二、中醫介入治療具體方法

在本文中，中醫介入治療的主要原則是急則治其

標（對症治療），緩則治其本（固本抑瘤）。除內服中

藥外，亦應用针灸、中醫外治法、中醫飲食療法等，根

據正邪虚實，或攻或补，以平衡為度。本分析顯示門診

及病房患者均以中藥內服為主，主要作用是對症治療，

扶正固本，解毒抑瘤，調理康復。針刺主要應用於有疼

痛，或伴有中風的患者。耳穴貼壓主要用於治療失眠、

消化道症狀。體穴貼壓主要用於放化療導致惡心、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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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艾灸主要用於惡病質的患者。有研究證實推拿可舒

緩癌症疼痛、抑鬱、化療所致的副作用。

中醫食療主要分為兩部份：在門診應診及病房會診

中接受患者及家屬的諮詢，並作出相應的食療指導或藥

膳指導；利用健康講座進行中醫食療衛生宣教。

三、中醫與晚期癌症的康復與姑息治療

中醫介入治療的大多數病房晚期癌症死亡患者為

終末期患者，凸顯了中醫干預在晚期癌症的姑息治療、

舒緩症狀方面有一定的作用。本文分析發現中醫腫瘤專

科門診晚期癌症患者甚至是終末期患者中，存在通過純

中藥治療或中西醫結合治療而2年或3年以上仍存活的患

者，顯示中醫在抑瘤、促進康復方面的作用，有待進一

步觀察與研究。

癌症是慢性病。一方面，為數眾多的癌症患者被確

診時已經是中晚期，失去了完全根治的機會；另一方面，

由於醫學的進步，腫瘤患者的生存率不斷地提高，癌症病

人生存期限相對延長，带瘤生存者數量大幅度上升。這些

因素都使到康復與姑息治療顯得尤為重要，也為中醫介入

晚期癌症治療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進一步提高臨床水

平，對於中醫介入晚期癌症的療效和機理，需要作進一步

的循證醫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前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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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體外衝擊波治療跟痛症的臨床療效。  方法 回顧分析本院康復科

門診97例跟痛症患者，隨機分為短波治療組38例、體外衝擊波治療組59例。兩組患者連續3

個療程治療，每個療程短波治療組每週5次，衝擊波治療組每週3次，於治療前與治療30天後

進行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評定。  結果 治療30天後，對比兩組患

者治療，發現療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體外衝擊波治療組優於短波治療組。  結論 

體外衝擊波治療跟痛症，臨床療效較短波治療更加明顯。

【關鍵詞】體外衝擊波治療；跟痛症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alcanodynia

LAO Chong Leong, QI Bin Shi* , CHEN Ying Wu, CHAN Hou Kit, Tan Lian Li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SWT) 

in Calcanodynia patient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97 patients with calcanodynia in Kiang Wu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outpatient clinic. Ninety-seve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SWT group (n=59) and Short wave diathermy (SWD) group 
(n=38). Each group received 3 treatment sessions. Each ESWT session consisted of 3 ESWT treatments 
each week and each SWD session consisted of 5 SWD treatments each week. The outcome was measured 
by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just before and 30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irty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VAS (p<0.05). ESWT group showed 
better outcomes than SWD group.  Conclusion   ESWT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calcanodynia with 
better outcomes than SWD.

[Key Words]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ESWT); Calcanodynia; Heel pain

體外衝擊波治療跟痛症的臨床療效觀察

劉中良 祁斌時* 陳映武 陳豪傑 譚蓮麗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康復科

*通訊作者  E-mail:1n@kwh.org.mo

跟痛症(calcanodynia)是由於勞損和退變等所致

的足跟部的慢性疼痛表現的一組症候群。其病因和發病

機制並不單一，可由跖腱膜炎、足底脂肪墊萎縮、跟

骨高壓水腫、局部神經卡壓等多種因素引起，好發於40

歲~70歲，長時間站立工作的人群，足跟疼痛在站立及

行走時明顯，影響工作及日常生活，嚴重影響患者的日

常生活質量[1]。尋找一種快捷有效的治療方法，顯得十

分重要。體外衝擊波治療(extracorporeal shockwave 

therapy, ESWT)近年在治療骨科疾病方面得到越來越廣

泛的應用。本科採用隨機對照研究方法觀察體外衝擊波

治療跟痛症的臨床療效，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月~2016年6月在本院康復科門診接受

治療的跟痛症患者97名，均符合2008年美國物理治療協

會骨科分會制訂的跟痛症診斷標準[2]：①足跟疼痛；②

早晨醒後或休息一段時間後行走的最初幾步疼痛明顯；

③負重時間延長則疼痛加重，或近期負重活動增加則疼

痛常發生；具備①、③或①、②特徵可診斷。需排除標

準如下：①跟骨應力骨折；②骨挫傷；③脂肪墊萎縮；

④跗管綜合徵；⑤腫瘤、結核、化膿性炎症；⑥Paget骨

病；⑦Sever病；⑧S1神經根病變導致的反射痛等。

將符合入選條件的97例跟痛患者隨機分為短波治療

組及衝擊波治療組，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病程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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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料詳見表1。若患者雙側足跟疼痛，選擇疼痛較重的

一側治療及觀察。經統計學分析，兩組的組間差異具有

統計學意義(P<0.05)。 

表1.兩組一般情况比較

組別
例數 性別(例) 年齡 患足側別(例)

(例) 男 女 (歲, x±s) 左側      右側

短波治療組 38 16 22 52.5 ± 12.1 20 18

衝擊波治療組 59 30 29 53.6 ± 10.8 29 30

二、治療方法

短波治療：CuraPuls970型Enraf-Nonius短波治療

儀，患者採用平臥位，將電極對置法置於患足跟部，劑

量為微熱量至溫熱量，每天1次，每次治療時間15分鐘；

每個療程5次，連續做3個療程。短波的禁忌症：孕婦患

者、安裝有心臟起搏器患者、腫瘤患者以及治療部位有

金屬物質者。衝擊波治療：採用德國Richaro Wolf 產

PiezoWave型聚焦式體外衝擊波，患者採用平臥位，將探

頭置於患足跟部，平均聚焦深度為1.5cm，有效衝擊次

數為2000次，治療強度為病人最大可承受之強度稍減一

檔，平均17檔。平均頻率為7Hz。每隔2天一次，每療程3

次，連續做3個療程。衝擊波治療禁忌症：血栓及凝血功

能受損或正服用抗凝血藥物、嚴重心血管功能障礙者、

心臟起搏器植入者、孕婦患者、腫瘤患處等。

三、療效判斷標準

對每位患者的足部疼痛程度，在治療前及治療30天後

進行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評定。

四、統計學分析

採用SPSS20.0版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

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採用t檢驗。P<0.05表示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2.兩組VAS指數比較

組別 例數 治療前評分 治療後30天 P值(組內)

短波組 38 7.06±1.62 6.26±1.64 0.040

衝擊波組 59 6.27±1.64 3.76±1.69 0.000

P值(組間) 0.085 0.000

結 果

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及治療30天後的VAS指數，治療

前兩組比較時VA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5)。治療後30

天的VAS評分，兩組均有好轉，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衝擊波治療組的進步更明顯，衝擊波治療組優於短波治

療組。比較治療前後的平均VAS指數，衝擊波組VAS改善

2.5分，短波組改善0.8分，兩組差異1.7分（詳見表2）。

討 論

跟痛症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一種困擾中老年人的慢

性頑固性疾病。主要表現為足跟部的疼痛，合併有主動

或被動活動受限[3]。據報導，美國每年大約有200萬人患

跟痛症，相當於10%的美國人在一生中曾遭受跟痛症的

折磨[4]。治療目的主要是減輕或消除疼痛，改善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治療方法包括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

療。臨床上常用的非手術治療包括：口服抗炎鎮痛藥

物、局部注射、物理治療等，但效果通常不甚明顯[5]。

對於非手術治療效果不好的嚴重患者可考慮手術治療。

ESWT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一種新的物理治療技

術，首先應用在治療腎及輸尿管結石方面，經過儀器的

不斷改良，近年在治療骨科疾病方面發揮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美國FDA已把體外衝擊波作為治療跟痛症的常規方

法。康復醫學中應用的體外衝擊波通常包括3種方式產

生，即電子水壓式、電磁式或壓電式裝置產生的一種高

能量脈衝聲波，它可以穿透擁有相同聲阻抗的組織而能

量幾乎不衰減，本研究採用的是壓電式裝置產生的體外

衝擊波。有學者[6]用體外衝擊2506次的體外衝擊波治療40

例跟痛症病人，其中83%獲得了與手術治療相同的滿意效

果，病人自覺症狀明顯改善，無併發症發生。短波作用患

足的深層組織，可產生明顯的溫熱效應，作用機制主要

是擴張血管，改善血液循環，促進炎性滲出物的吸收，

減輕水腫和疼痛，促進骨及軟骨的修復。本研究結果顯

示，體外衝擊波治療跟痛症，臨床效果較傳統的短波治

療更加明顯。本研究不足之處在於僅對治療前與治療30

天後的療效評估，其更長時間療效尚有待進一步跟進研

究。衝擊波針對跟痛症的療效，近年有不少國際醫學研

究支持。但由於衝擊波屬較新興物理治療儀器，目前國

際上並無治療參數的統一標準，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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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腎小球腎炎1例報告 

禤偉振 彭莉 黃懷穎 蕭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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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腎臟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yx123@yahoo.com.hk

C3腎小球病(C3 glomerulopathy, C3G)是一種發病與

補體激活、沉積、和降解異常有關，以C3沉積和電鏡下

致密物沉積為突出特征的腎小球疾病。以往國內外少有

報導[1-3]，近年對此病認知加深，病例報導明顯增加，

本院最近確診1例，報導如下。

患者 女性，69歲，反覆雙下肢水腫8年，加重伴泡

沫尿2週入院。既往有高血壓病史，否認家族腎病史。入

院查體：BP132/69mmHg, T36.5℃，顏面無浮腫，心肺腹無

特殊，雙下肢凹陷性浮腫。患者曾於內地查尿常規：蛋

白(2+)、RBC(150/ul)，血輕鏈κ77.5mg/L↑，尿本周氏蛋

白陰性。骨髓穿剌：漿細胞佔3%，未見癌細胞團。住

院期間查尿蛋白定量2.534g/L, 血Alb28.1g/L，冷球蛋白

陰性，TCH8.05mmol/L, LDL5.61mmol/L, Cr 80μmol/L, C3 

0.663g/L, C4 0.21g/L, ANA、Anti-ENA、ds-DNA、ANCA、肝

炎、梅毒血清檢測、HIV均陰性，血清免疫蛋白電泳正

常。2016年2月16日行腎活檢，病理光鏡：1個腎小球球

性硬化，系膜細胞和基質中重度增生，基底膜增厚，

可見系膜基質插入、雙軌征形成。免疫熒光：C3(4+)

沉積於毛細血管壁及系膜區，C1q(1+), IgM(+), IgA(-)、

IgG(±)、Fi(±)。電鏡：基底膜節段性增厚伴系膜插入，

內皮下電子致密物散在分佈，部份基底膜呈雙軌狀，病

理診斷符合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考慮C3G。治療給予ARB

降壓、減少蛋白尿，Persantin抗血小板及利尿等治療，

患者下肢水腫好轉出院。門診隨診一般情况好，血壓控

制好，無下肢水腫。2016年5月27日複查尿常規：蛋白

0.75g/L(2+), 血Alb36.4g/L，腎功能、血脂正常。

討 論

C3G是由補體旁路途徑異常活化介導的一組疾病，

包括C3腎小球腎炎(C3 glomerulonephritis, C3GN)和致

密物沉積病(Dense Deposit Disease, DDD)。發病率約

1~2/100萬人年，見於任何年齡[4,5]。目前認為不同個體致

病機制不同，C3G的臨床表現、病理和預後在不同亞型、

不同種族，甚至不同個體間存在差異。文獻報導：C3G病

理改變包括：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和非膜增生性腎小球

腎炎。前者約佔75%，光鏡表現：系膜細胞增生、基質增

多，內皮下插入形成雙軌征或多軌征；電鏡：電子致密物

分散、不規則沉積於系膜區及內皮下；臨床以腎病綜合

征伴血尿為主要特點。>50%合併高血壓，2%~3%有腎功損

害，多存在低補體血症，具有潛在遺傳缺陷。非膜增生性

腎小球腎炎的光鏡表現：輕微病變或不同程度系膜增生性

腎小球腎炎；電鏡：電子致密物沉積於系膜區或上皮下，

臨床以腎炎綜合征常見，僅少數表現為腎病水平的蛋白

尿，血尿比例高達65%[6,7]。電鏡檢查對鑒別C3GN和DDD有重

要價值，主要區別在於電子致密物沉積部位（前者在內皮

下或系膜區，後者在基底膜內）[6,8,9]。由於其發病機制與

補體調節系統有關，補體因子及補體調節因子突變的檢測

有重要意義[10]。此外，還可通過檢測血清C3、C4、補體H

因子、C3腎炎因子、異常蛋白等協助診斷。

本病診斷主要依據腎臟病理。臨床上應與感染後腎

小球腎炎和非典型溶血尿毒綜合征相鑒別。前者多伴IgG

沉積，光鏡表現為毛細血管內增生性腎小球腎炎，病程自

限，C3多在8~12週恢復正常；後者以微血管性溶血、血小

板減少和急性腎衰竭為特征，該病雖與補體旁路途徑激活

有關，但病理改變並非以單純C3沿腎小球毛細血管袢沉積

為特征，電鏡下無電子致密物。由於此病發病率低，目前

尚缺乏大型RCT臨床研究，多數診治經驗來源於小型病例

報告。一般治療包括：血壓控制、降脂、降尿蛋白、營養

支持、利尿等，降壓首選ACEI或ARB。特異治療包括：免

疫抑制劑、血漿置換、抗補體C5、腎移植等。免疫抑制治

療包括糖皮質激素、環磷酰胺、霉酚酸酯和鈣調磷酸酶抑

制劑（FK506，環孢素A等）。2012年專家共識認為免疫抑

制、血漿置換無顯著療效，腎移植易復發；抗補體治療帶

來了希望，仍需更大様本循證醫學證據[11]。C3G的發生機

制與補體調節異常相關，診斷依據為C3沿腎小球毛細血管

袢沉積，目前尚無明確有效的治療方法。

Fakhouri F, Fremeaux-bacchi V, Noel LH, et al. C3 glomerulopathy: a 

new classification. Nat Rev Nephrol, 2010; 6(8):494-499.

Pickering MC, D Agati VD, Nester CM, et al. C3 glomerulopathy:consensus 

report. Kidney Int, 2013; 84(6):1079-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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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伴肝外門靜脈系統血栓形成1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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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伴肝外門靜

脈系統血栓形成是一種少見疾病，但近幾年隨着認識的

深入及技術的進步，文獻報導的病例數有所增多，並發

現其有一些臨床及影像學特徵。

患者 女性，62歲，因“腹痛伴嘔吐半天”入院。

急診查腹部CT示：膽囊結石，胰腺尾部稍大，胰周液性

滲出，胰腺炎表現；血澱粉酶2832.7IU/L。既往高血壓

病史，有深靜脈血栓形成病史，已停用抗凝藥。入院後

予抑制胰酶分泌、抑酸、抗感染等治療後症狀好轉。

入院後第10天，患者再次出現腹痛，急行膽胰管水成像

磁力共振（見圖1）示: 膽囊多發結石，囊壁增厚，肝

內外膽管未及擴張或結石，急性胰腺炎，胰周及腹腔積

液，予禁食，繼續上述方案治療，效果欠佳，並出現腹

膜炎徵象，急行腹部CT（見圖2, 圖3）檢查，示：1.胰

腺體尾部稍腫脹，胰周滲出多，胰旁假性囊腫形成

(4.0×8.1cm). 2.小腸腸壁廣泛水腫，擴張，腸系膜上靜

脈主幹上段見低密度充盈缺損，累及範圍約3.1cm，腸系

膜上靜脈大部份分支未見明顯強化，考慮腸系膜上靜脈

主幹及大部份分支廣泛栓塞併小腸及升結腸壞死可能。

予急診手術，術中見腸系膜上靜脈血栓形成，部份小腸

壞死，予行壞死小腸切除，端端吻合+膽囊切除+膽總管

切開探查，T管引流術+腸系膜上靜脈切開取栓術。術後

病人逐漸恢復好，出院後繼續預防性抗凝處理。

討 論

A P是胰腺的急性炎症過程，在不同程度上波及鄰

近組織和其他臟器系統，急性起病，上腹疼痛，可有嘔

吐，血、尿和腹水澱粉酶升高以及不同程度的腹膜炎體

征[1]。AP可分為輕型和重症兩型，輕型AP指患者沒有嚴

重腹膜炎體征和嚴重的代謝功能紊亂；重症AP指伴有下

述4項臨床表現之一的AP：1.伴休克、肺功能障礙、腎

功能障礙、消化道出血等器官功能障礙；2.伴壞死、假

囊腫或胰腺膿腫等局部併發症；3.Ranson評分≥3分；

4.APACHEⅡ評分≥8分[2]。本文所報導的病例患者發病初

時為輕症胰腺炎，隨後出現胰腺假性囊腫及腸血系膜血

管栓塞，屬重症AP，診斷符合中華醫學會制定重症AP診

治指南[3]。

AP病人合併腸系膜上靜脈血栓形成，早期往往被

醫生漏診或忽視，進展後發展迅速、病情兇險，病死

率高達60%~80%[4]。AP所致門靜脈系統血栓的情况並不

少見，近年的1項影像學研究[5]表明脾靜脈、腸系膜上

靜脈和門靜脈血栓在急性水腫性胰腺炎的發生率分別

為14.6%、15.9%、22.0%，在急性重症胰腺炎的發生率

分別為22.2%、38.9%和66.7%。AP致腸系膜上靜脈血栓

形成的機制主要為：1.腫大的胰腺壓迫腸系膜上靜脈致

靜脈血回流受阻；2.胰腺、胰周甚至全腹的炎症致血管

內膜受損；3.AP導致全身凝血功能改變，主要為微循環

功能障礙和低血容量所致的血液高凝狀態；4.病人全身

情况，如肥胖、脂蛋白-血脂代謝紊亂、糖尿病、長期

臥床以及細菌、真菌的感染，可加重血液淤滯、血液

高凝，對血栓形成起推波助瀾的作用[6,7]。另外也有學

者[1]認為重症AP時，患者的纖維蛋白原和凝血因子Ⅷ升

高，引起高凝狀態，血栓形成和局部循環障礙，可能與

重症AP時凝血系統、纖溶系統和腎素系統的激活有關。

肝外門靜脈系統血栓形成是急性胰腺炎的嚴重併

發症，檢查時應關注腸系膜上靜脈、脾靜脈、門靜脈

等的狀况，及時行CT檢查，最常見的陽性所見是靜脈增

粗，中心可見低密度的血栓影像及靜脈壁高密度的組織

光環。對於纖維蛋白原升高的患者，臨床上更加引起重

視，病程早期出現的血液濃縮十分常見，促使患者血黏

度增高並加重胰腺病變的重要因素[2]。但也有研究[8]認

為，肝外門靜脈系統血栓形成與血液高凝狀態之間無明

顯關聯，局部炎症程度與假性囊腫的壓迫才是其主要危

險因素，此外，還包括吸煙[9]。

治療方面，溶栓和抗凝治療為急性胰腺炎伴肝外

門靜脈系統血栓形成早期的主要非手術治療措施。文獻

（下轉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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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時多原發肺癌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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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發肺癌(multiple primary lung cancer, MPLC)

是指同一個病例的單側或雙側肺內，同時或先後發生

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起源的原發性肺癌。這個概念在

1924年由Beyreuther首次提出。國內外報導MPLC佔肺

癌0.8%~14.5%，隨着診治水平的提高，MPLC的文獻報

導越來越多。現將本院手術確診的1例異時多原發癌

(metachronous MPLC, mMPLC)個案報導如下。

患者 男性，69歲，2015年3月11日因“體檢發現左

上肺結節”入院。當時PET/CT檢查示：左肺尖混合毛玻璃

樣結節(大小1.1cm×1.3cm)，未見代謝增高，疑低度惡性

肺癌，另可見雙肺多發微小結節(直徑0.2~0.6cm)，未見

縱隔淋巴結腫大。腫瘤指標正常。於2015年03月13日行全

胸腔鏡左上肺楔形切除，冰凍示：肺泡細胞癌。進一步

行左上肺葉切除併縱隔淋巴結清掃術。術後病理示：微

浸潤性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 

pT1AN0M0 Ia期(AJCC)。術後3個月，6個月院外複查胸部

CT穩定，多發微小結節無明顯增大。術後9個月院外胸部

CT提示右中肺一結節由0.5cm增大至1.2cm。2016年3月1日

複查PET-CT示：左上肺癌術後，未見腫瘤復發征象，右中

葉外側段一直徑1.1cm毛玻璃樣結節，輕微代謝增高,考慮

低度惡性腫瘤或轉移瘤。複查腫瘤指標正常。於2016年

03月10日行胸腔鏡右肺中葉切除併縱隔淋巴結清掃術。

冰凍示：腺癌。術後病理示：右中肺中分化腺癌，累及

臟層胸膜，pT2aN0M0 Ib期(AJCC)。討論：根據腫瘤發現

的時間可將MPLC分為<6個月的同時多原發癌(synchronous 

MPLC, sMPLC)和≥6個月的mMPLC。2003年美國胸科醫師協會

(ACCP)提出MPLC的診斷標準[1]，並於2007和2013年做出更

新:：sMPLC：①組織學類型不同，分子遺傳學特征不同或

起源不同的原位癌；②組織學類型相同時，癌腫位於不同

的肺葉，無N2、N3轉移且無全身轉移。mMPLC：①組織學

類型不同，分子遺傳血特征不同或起源不同的原位癌。②

組織學類型相同時，無瘤間期≥4年，無全身轉移。當然目

前隨着分子基因檢測的進展，MPLC也可利用基因檢測和遺

傳分子監測來鑒別，如p53、ALK、EGFR、K-ras等基因，近

年的研究顯示50%以上的MPLC有不同的分子克隆[2]。該個案

雖然早期同時發現病灶，但右中肺結節早期無惡變依據，

至發現其有惡變可能時，先後間隔已9個月，且術後兩者

的組織學類型不同，分別為MIA和中分化腺癌，根據診斷

標準明確mMPLC診斷。

討 論

MPLC各病灶是相互獨立的，應分別對各病灶進行TNM

臨床分期，爭取盡早積極治療。無縱隔淋巴結轉移及全身

轉移的臨床證據，且心肺功能和全身狀况允許時應爭取

根治性手術治療[3]。對於不能手術的病灶可綜合化療、放

療、立體定向放療、射頻消融、分子靶向治療等。手術方

式的選擇需考慮術者的操作技巧、患者的心肺功能情况，

遵循最大限度切除腫瘤和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肺組織的原

則。對於mMPLC其治療受患者的肺功能、年齡及相關的基

礎疾病，新發癌的臨床分期，首癌的治療方式的多種因素

的影響[4]，但若可選擇手術治療應積極進行肺葉切除，而

肺功能儲備不足時仍建議行肺段或楔形切除。該個案病人

術前評估臨床分期均為T1N0M0 Ia期，首癌行左上肺癌根治

術，新發癌時肺功能良好亦行根治性切除。MPLC患者接受

手術治療的生存期明顯優於未能行手術治療的患者，手術

中位生存期為32~49個月，sMPLC的5年生存率為35%~87%，

mMPLC的5年生存率為37.0%~60.8%，其生存率優於單原發肺

癌肺內轉移的情况[5-7]。有無淋巴結轉移是最重要的相關

預後因素，若無淋巴結受累的MPLC患者術後5年生存率可

達45%~87%[8]。此外有研究顯示mMPLC的生存率優於sMPLC，

且兩癌間隔時間越長預後越好[2]。MPLC患者術後的隨診複

查及輔助治療情况同單原發肺癌。尤其該個案患者仍有肺

部多發微結節，應密切定期複查跟進。

總之，需對MPLC有所認知，不可以輕易以一元論

來解釋肺部的多發結節和單原發肺癌術後新發肺部結節

的情况，勿簡單認為是腫瘤轉移或而復發延誤診治。

Detterbeck FC, Jones DR, Kernstine KH, et al. Lung cancer special 

treatment issues. Chest, 2003; 123(1):244-258. 

Chang YL, Wu CT, Lin SC, et al. Clonality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p53 an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somatic aberrations in 

multiple primary lung cancers. Clin Cancer Res, 2007; 13(1):52-5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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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男性 62歲，葡萄牙籍，有長期東南亞逗留史

及濫用藥史，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症史，規律服

藥治療。因“胸背痛12天”於2015/10/23入院。胸腹盆

CT提示：降主動脈近段長約1.2cm的血管呈現內徑增粗，

管壁增厚及邊緣模糊，考慮降主動脈局限性壁內血腫合

併透壁性潰瘍形成。予控制血壓、心率、止痛等保守治

療。2015/10/25出現高熱情况，血常規示WBC：16.8×109/L, 

Neu:0.897, CRP:152mg/L。血液塗片見革蘭氏陰性菌。血

培養及尿培養均發現Sal.D群沙門氏菌。根據藥敏測試給

予cravit 500mg靜脈抗生素治療後體溫恢復正常並穩定，

感染指標下降至正常水平。2015/10/29改以口服ciproxin

抗感染治療。2015/10/30因病患持續劇烈背痛而行胸部MRI

檢查，其結果提示降主動脈近段後側壁增厚合併周圍異常

軟組織包裹，大小約1.2cm×3.4cm×3.6cm，考慮感染性主動

脈瘤，第5胸椎椎體及椎旁炎性改變。2015/10/31複查血

液培養仍Sal.D群沙門氏菌陽性，2015/11/07複查血培養為

陰性。2015/11/12複查胸部CT提示降主動脈瘤較前增大合

併第5胸椎椎體骨髓炎。複查血像正常。於2015/11/17行

降主動脈支架(30~26mm, 165mm taper支架Bolton medical)

動脈瘤修補術，術後繼續以ciproxin抗感染治療。後續

複查血液培養均為陰性。2015/12/02複查胸部CT提示降

主動脈支架位置良好，管腔未見狹窄或內瘺，第5胸椎

椎體炎症情况改善，於2015/12/05出院。出院後繼續口

服ciproxin治療，術後3個月複查CT示降主動脈瘤較前縮

小。術後4個月行PET/CT檢查示手術位置無明顯高代謝或

炎症之反應。

圖1.左圖為介入治療前的胸部CT檢查，可見降主動脈有主動脈瘤形

成之情况；右圖為介入治療後3個月的胸部CT檢查，可見主動

脈瘤明顯縮小。

討 論

Willian Osler最早使用mycotic aneurysm一詞來

描述感染性主動脈瘤(mycotic aortic aneurysm MAA)，這

個名詞被一直沿用至今。MAA是一種罕見、治療困難的

主動脈瘤類型，可發生於主動脈的任何位置，難以早期

診斷，往往疾病發展到菌血症和動脈瘤破裂時才懷疑該

診斷。其典型症狀包括嚴重感染（發熱、寒顫）和主動

脈瘤（疼痛和搏動性包塊）兩方面。細菌培養最常見的

致病菌有[1]：金黃色葡萄球菌(40%)、沙門氏菌(15%)、

鏈球菌(8%)、大腸桿菌(7%)。該患者有長期麻毒藥物濫

用，合併有東南亞地區長期居住逗留情况，而東南亞地

區最常見的感染為沙門氏菌感染，結合其高危因素，基

礎病和發病情况，其MAA類型屬於原發性MAA。該病人有

典型胸背痛、發熱症狀，影像學明確降主動脈瘤，血液

培養及尿液培養可見病原菌，診斷明確。

MAA的傳統治療方式是抗感染結合手術清創治療。

但目前對抗菌素使用的療程尚無統一意見，一般建議至

少6週的抗生素治療，結合患者免疫情况及病菌情况，

甚至有學者建議終生抗感染[2]。隨着介入技術發展，有

不少學者認為對於高手術風險患者或感染性假性動脈瘤

的患者可選擇介入治療[3]。與介入治療相比，開放手術

的風險高，容易引起脊髓及內臟缺血而導致術後截癱、

腎衰竭等併發症。但對於感染位置沒有進行清創手術，

日後可能會增加復發的機會。本個案患者病變部位為胸

主動脈，短期內主動脈瘤增大明顯，於臨床感染情况改

善後選擇主動脈帶膜支架治療以降低手術風險。為降低

感染復發情况，我們建議終生口服抗菌素治療。出院後

隨診至今仍無感染復發的情况。

感染性主動脈瘤的總體預後偏差，根據大宗的病

例報導的，5年生存率低於50%，對於感染性主動脈瘤的

介入治療[4]，30天內生存率約90%，2年生存率約82%，

所以術後密切隨診複查十分重要，尤其對於介入主動脈

帶膜支架置入，仍存在感染復發的風險。

Brossier J, Lesprit P, Marzelle J, et al. New bacteriological 

patterns in primary infected aorto-iliac aneurysms: a single-centre 

[1]

參 考 文 獻

（下轉46頁）



78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7, Vol 17. No.1鏡湖醫學201 7年6月第17卷第1期

頭皮血管肉瘤1例報導並文獻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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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肉瘤是一種極其少見的軟組織肉瘤，它起源

於血管內皮細胞，是一種內襯異形內皮細胞，並形成不

規則相互溝通的血管腔隙為特徵的肉瘤。血管肉瘤在所

有腫瘤中的發病率小於1%[1]。本院腫瘤科近期收治1例

病人，本文結合文獻複習，對該疾病進行討論。

患者 男性，76歲，2015年12月左側頭皮出現約1cm

直徑的結節，腫瘤增長迅速，外院曾診斷為：1.盤狀

狼瘡？2.結核？3.轉移性癌？4.硬皮病？藥膏外塗無好

轉。2016年4月11日腫物活檢，病理為高級別(Grade 3)

血管肉瘤。因手術困難，轉介本院放療。療前檢查發現

腫瘤位於左側頭皮，約10cm×10cm範圍的“L型”紅斑，

中間表面局部潰爛小結節（圖1 見封3）。2016年5月16

日開始放療，採用IMRT技術，放療劑量70Gy/35次，治

療結束時頭皮腫瘤紅斑消退，結節病灶變平，表面結痂

形成（圖2 見封3）。目前隨診中。

討 論

血管肉瘤罕見，多好發於頭頸部，特別是頭皮部

位，約佔50%[2]，以老年男性多見[3]。腫瘤早期病變多

邊界不清，似瘀傷或者血腫，邊緣隆起，進展期可呈斑

塊狀，結節狀或者潰瘍狀，故很難與血管瘤，硬皮病等

鑒別，該例患者的診療經過中曾考慮多種疾病，輾轉了

4個月後才明確診斷。據報導，大多數患者(50%~80%)患

者來診時疾病是局限的，尚可手術切除，但是20%~40%

的患者出現臨床症狀時已有遠處轉移[4]。頭頸部血

管肉瘤的預後與腫瘤大小，以及是否能完全切除相

關[5,8-10]。Lydiatt等報導的血管肉瘤的患者中，所有腫

瘤>10cm的患者均死亡，而腫瘤<5cm的患者有更高的存

活率，說明早期診斷是很有價值的[5]。血管肉瘤有高度

的侵襲性，局部復發是主要的復發原因，遠處轉移也較

常見[6,8,9]，預後極差[1]，5年生存率<40%[4,7,8,10-13]。從

1973年~2007年SEER資料庫搜索到133名頭頸部血管肉瘤

的患者，5年和10年的生存率分別是34%和14%。

對於局限性的病灶，因為腫瘤浸潤性生長的特

性，導致手術切緣陽性，常為R1（顯微鏡下切緣陽性）

或者R2（大體標本切緣陽性）[11]。手術切緣陽性是否

影響總生存，尚不明確。有研究顯示陽性切緣會降低

總生存[4]，但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切緣狀態與總生存無

關[3,12]。至於頸部淋巴結是否清掃尚有爭議。頭頸部血

管肉瘤頸部淋巴結的轉移幾率高達10%~15%[11]。有作者

建議頭頸部的血管肉瘤手術需要清掃頸部淋巴結[12]。

輔助放療可以降低局部復發率[3,14]，特別是難以獲

得陰性切緣的患者[4,13,14]。鑒於腫瘤少見，雖然沒有隨

機對照的臨床研究，但是回顧性的研究表明，輔助放療

有助於提高局部控制率，以及總生存。術後輔助化療的

意義尚不明確[15-17]。有一項包括70名非轉移性血管肉瘤

的研究顯示，加用輔助化療與僅作局部治療的比較，患

者的5年生存率並無統計學差異(45%vs39%, p=0.59)[18]。

對於局部晚期或者不可切除的血管肉瘤，術前放

療，或同步放化療，或單純化療是可選擇的方案。術

前放療劑量50Gy，若術後切緣陽性，則按照R1，或者R2

陽性分別予以16~18Gy或者20~26Gy的補充放療。也有報

導採用根治性的放療可以達到好的局部控制[19]。有小

樣本研究使用tomotherapy和IMRT 兩種方法，分別治療

2例和3例局部晚期不可切除的頭皮血管肉瘤，放療劑

量為60Gy/30frs，加10Gy/5frs瘤床推量，聯合紫杉醇 

60mg/m2/week，達到1例完全緩解和4例部份緩解的良好

效果[24]。對於進展期的血管肉瘤，紫杉醇類藥物表現

出特別的抗腫瘤活性[20,21]。紫杉醇每週給藥方案比3週

給藥方案效果更顯著[4]。目前治療血管肉瘤的靶向藥物

包括：sorafinib, sunitinib和bevacizumab單藥或者聯

合化療使用[22]。

總體來說，血管肉瘤是一種罕見的軟組織肉瘤，

常發生於高齡患者。早期症狀不典型導致疾病診斷困

難，需要活組織檢查證實。治療方面需要外科、放療科

以及腫瘤內科醫生進行多學科合作，確定有效的個體化

治療方案。

Messina S, Notarantonio A, Pancotti G, et al. [Primary sarcomas 

of the maxillofacial area.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of a case of 

angiosarcoma with a rare location]. Minerva Stomatol, 1993; 42:57-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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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腸末段巨大異位胰腺1例報導 

徐義祥 余漢濠 李婺芳* 朱雪茵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腫瘤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glbj@aliyun.com

患者 男性，36歲，因"腹痛10天"於2015年10月13

日入院，患者10天前無明顯誘因出現上腹及右中下腹陣

發性隱痛，無伴放射痛、發熱、黑便、血便、腹瀉、腰

痛、尿頻、尿急、尿痛等，曾在門診予解痙處理但症狀

仍反複。既往史曾因右輸尿管結石行碎石治療，有吸

煙史30年，半包/日，家族史無特殊。體格檢查T37℃，

P 72bpm, R 16bpm, BP 107/65mmHg, 心肺查體無異常，

腹平軟，未見胃腸型、蠕動波，劍突下及右中下腹輕壓

痛，無反跳痛，腸鳴音4次/分。輔助檢查：CEA、AFP、

CA19.9、血常規、肝腎功能等均未見明顯異常，大便潛

血60.2μg/ml，行胃鏡示：1.胃底潰瘍(A2)；2.慢性淺

表性胃炎；3.十二指腸球炎，腸鏡示：1.結腸多發息

肉；2.盲腸憩室，給予制酸，解痙等處理後劍突下腹

痛較前好轉，但右中下腹痛未見明顯緩解，行腹盆CT

平掃+增強示回腸遠段腸腔內長條狀異常密度影，長約

12cm，最大橫截面直徑2cm，內含脂肪密度，增強掃描

邊緣明顯強化，附著處見血管伸入，考慮腸息肉（錯

構瘤性息肉）可能。予小腸鏡進一步檢查，在回腸末

段進鏡約100cm處見一長蒂腫物，長約8cm，瘤體直徑

2.5~3cm，表面充血糜爛，請外科會診後行腹腔鏡探查

+部份小腸切除術，術後病理示黏膜內、黏膜下及肌層

可見胰腺腺體、導管及少量胰島，並見脂肪組織，符合

異位胰腺。術後患者恢復良好，無訴腹痛不適。

討 論

異位胰腺也稱迷走胰腺、胰體殘餘或副胰，是指

在胰腺以外部位生長，且與正常胰腺組織無解剖無血

管聯擊的孤立胰腺組織，其病因尚不清楚，可能與胚

胎時期胰腺原基旋轉、融合過程中原基殘餘有關。首

例報導由Schultz在1729年發現，但直到1859年才由

Klob經病理證實[1]，其後一直有小型病例報導。目前所

知異位胰腺可發生在消化道任何部位甚至膽囊，一般

大小在1~5cm，超過5cm的極少見。常見部位依次為胃

(25%~35%)、十二指腸降段(25%~30%)或空腸[2]，尸檢的

檢出率為0.55~13.7%[3]，大部份患者無症狀，其餘以腹

痛多見，多表現為腹部隱痛不適，少數患者可以有返

酸、噯氣、噁心、嘔吐、黑便、食欲減退，亦可併發消

化道潰瘍、出血、囊性變、壞死甚至癌變等，發生在回

腸的病變可引起腸套叠或腸梗阻，症狀與瘤體大小、發

生部位、黏膜受累程度和異位胰腺自身疾病有關。以往

異位胰腺主要依靠胃腸鏡檢查或CT掃描時發現，並以術

後病理診斷為金標準，術前診斷較難，但近年超聲內鏡

的應用對胃腸道的異位胰腺診斷起着重要作用，同時可

鑒別黏膜下腫物的來源，有報導稱超聲內鏡對消化黏膜

下病變的診斷正確率達97.97%[4]。

本例異位胰腺起源於回腸末段，瘤體呈條索狀，

體積大，無明顯腸梗阻或腸套叠症狀，而且病程短，腹

痛症狀較輕，常規胃腸鏡檢查未能發現病灶，臨床上十

分罕見，容易漏診或誤診為腸易激綜合征，診斷較困

難。因此對反複腹痛經常規胃腸鏡檢查無異常，但治療

效果欠佳者應考慮行腹盆CT進一步檢查，盡可能排除小

腸，盆腔或腹膜後病變，對瘤體定性診斷困難應進行手

術探查，術中行快速病理切片，對疑有癌變者行擴大切

除術，否則以局部切除為宜。

Armstrong CP, King PM, Dixon JM, Macleod IB.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eterotopic pancrea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Br J Surg, 

1981; 68:384-387.

Cano DA, Hebrok M, Zenker M. Pancreatic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Gastroenterology, 2007; 132:745-762.

Dolan RV, ReMine WH, Dockerty MB. The fate of heterotopic pancreatic 

tissue: A study of 212 cases. Arch Surg, 1974; 109:762-765.

彭貴勇, 代建化, 房殿春, 等. 內鏡超聲在消化道黏膜下腫瘤診斷和

治療的價值. 中華消化內鏡雜誌, 2006; 23:102-10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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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位ACTH綜合症1例 

陳少穎* 施慧玲 方冬虹 梁子澎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分泌科

*通訊作者  E-mail:csyhaohao@126.com

患者 女，53歲，澳門人，因為“肢體消瘦、乏力1

個月”先後入住本院和廣州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有

“高血壓病、糖尿病”史，多次低鉀血症伴不恰當尿鉀排

出。體查：BMI24.6Kg/m2, BP157/98mmHg。皮膚薄，滿月

臉，多血質面容，較多小鬍鬚，腹部脂肪增多，四肢纖

細，腹部和雙大腿根部紫紋。肺、心無異常。雙下肢輕

度浮腫。入院診斷：1.Cushing綜合症？2.高血壓病，3.2

型糖尿病，4.低鉀血症。輔助檢查：血皮質醇明顯升高，

節律消失，24小時尿皮質醇、血ACTH升高，大小劑量地塞

米松抑制試驗不能被抑制，腎上腺CT平掃+增強：雙側腎

上腺均勻增生，考慮ACTH依賴性Cushing綜合症，垂體MRI

未見異常，岩下竇採血檢查：基礎狀態、DDAVP（1-去氨

基-8-D精氨酸加壓素）刺激後3分鐘、5分鐘和10分鐘，基

礎和刺激後雙側岩下竇和外周血ACTH水平比值分別<2和

3，考慮異位ACTH分泌。胸部、上下腹部和盆腔CT、纖支

鏡、胃腸鏡、第一次乳腺B超無異常。CPET1 PET/CT18F-

FDG全身顯像CT平掃：未見親FDG惡性腫瘤病變。內分泌檢

查：垂體甲狀腺功能減退和垂體性腺功能減退。低血鉀和

失代償性代謝性鹼中毒。Cushing體徵曾經加重後減輕，

血ACTH和血、尿皮質醇降低，皮質醇節律仍消失。再查胸

部CT平掃和增強和乳腺B超：右側乳腺實性結節，考慮惡

性可能性大。出院準備手術治療乳腺結節期間感冒，精

神、胃口差，疲乏，考慮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予強的松

10mg qam後好轉。診斷：異位ACTH综合征。

討 論

庫欣綜合症(Cushing syndrome, CS)可分為ACTH依賴

與非ACTH依賴兩大類。前者佔80%~85%，分為垂體性CS(又

名Cushing disease, CD)、異位ACTH綜合症（佔20%）、異

源性CRH綜合症（不到1%），異位ACTH綜合症多見於小細

胞肺癌、支氣管癌，也見於不同部位的惡性腫瘤或內分泌

腫瘤[1]。本例患者異位ACTH診斷明確，呈週期性分泌，目

前考慮ACTH源於乳腺結節，計劃：手術治療，術中和術後

給予糖皮質激素預防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和腎上腺危象。

術後免疫組化檢查。術後多專科合作行抗腫瘤和必要的內

分泌治療。異位ACTH綜合症少見，週期性異位ACTH分泌更

少，確診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驟，首選手術切除原發灶，原

發灶找不到或不能切除、術後復發、轉移或者Cushing症

狀非常嚴重等，可以考慮腎上腺切除術和藥物治療，包括

皮質醇合成抑制劑和糖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1]。

廖二元, 超楚生 主編. 內分泌學上冊, 第一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

社. 2003:1355-1359.

[1]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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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採用泪前隱窩入路進行上頜竇病灶的清理，可以完全

暴露病變組織，且可以避免重要結構的損傷，對於術後

換藥，隨訪的處理也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證。

綜上述，隨着鼻內鏡外科手術技術的逐步發展，

鼻腔鼻竇內翻性乳頭狀瘤均可考慮在鼻內鏡下進行手

術，但需要術前準確評估。對於原發於上頜竇內，特別

是前下角的腫瘤，可結合泪前隱窩入路暴露並切除病

變。對於Ⅳ級病變範圍較廣（超出鼻腔鼻竇），鼻內鏡

手術清除病灶有困難者，可考慮採用鼻外進路術式，如

鼻側切開進路等去除病灶。

Krouse JH. Development of a staging system for inverted papilloma. 

Laryngoscope, 2000; 10:965-968.

屠規益. 現代頭頸腫瘤外科.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4:304-305.

Dammann F, Pereira P, Laniado M, et al. Inverted papilloma of the 

nasal cavity and the paranasal sinuses: using CT for primary diag-

nosis and follow-up  AJR, 1999; 172(2):543-548.

Klimek T, Atai E, Schubert M, et al. Inverted papillom a of the nasal 

cavity and paranasal sinuses: clinical data, surgical strategy and 

recurrence rates. Acta Otolaryngology 2000; 120:267-272.

Han JK, Smith TL, LoehrlT, et al. An evolution in them anagement of 

sinonasal inverting papilloma Laryngoscope, 2001; 111:139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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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rge-Weber綜合症1例報導 

黃潔馨* 雷振邦 陳彥 宋冬其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nicolevkh@hotmail.com

患者  女，7歲，因發熱、嘔吐、咳涕2天，抽搐

30分鐘至本院急診。患兒出生時發現左側臉部（額頭、

面頰）血管痣，隨着年齡而擴大。曾診斷左側先天性青

光眼並定期外院跟進。否認抽搐病史或頭部外傷史。

發熱時最高體溫至38.4℃，伴左側陣發性頭痛。入院

前30分鐘出現抽搐，表現為意識不清，雙眼向右側凝

視，右側肢體抽動，伴小便失禁；分別用Diazepam、

Phenytoin、Phenobarbital後抽搐停止，期間予氣

管內插管，抽血示：PH7.24, PO273.6mmHg, PCO257.9, 

HCO324.8mmol/L, BE-2.6mmol/L, Na131mmol/L, K4.5mmol/L, 

Cl95mmol/L, 血常規：WBC18.4×109/L (Neu78%, Lym16%)，頭

顱CT發現，患兒左側額頂部少量硬膜下血腫、左枕葉少

許鈣化灶。

入院後血管造影示左側大腦淺靜脈迂曲擴張，未見

動靜脈畸型或動靜脈瘤。頭顱磁力共振發現：左大腦半

球（額、顳、頂、枕葉）沿軟腦膜廣泛分佈迂曲擴張之

靜脈，左枕葉少許斑點狀鈣化灶，右側顳葉腦表面亦可

見少許迂曲擴張之靜脈，左側顳、頂、枕部硬膜下少量

出血。腦電圖示：背影為θ節律及慢波(δ波）較多，未

見癲癇波。經抗癲癇、支持治療後患兒未有再抽搐及熱

退，抗癲癇藥由靜脈使用Phenytoin及Phenobarbital，

改為口服Valporic acid及Phenytoin，門診跟進。體格

檢查發現患兒左臉頰、軀幹上部和左上肢有廣泛的酒色

斑，頭部電腦斷層、磁力共振造影及血管造影確診為

Sturge-Weber綜合症。

討 論

Sturge於1879年發現極少數癲癇患者的顏面部

有血管痣，We b e r後於1929年從此類患者的X光片上

發現顱腦有大片鈣化影，故稱為Sturge-Weber綜合症

(Sturge-Weber syndrome, SWS), 又稱為腦顏面血管瘤病

(Encephalotrigeminal angiomatosis)。

SWS為一種罕見的先天性神經皮膚發育障礙，發病

原因由於GNAQ基因上發生嵌合突變破壞血管的內皮細胞

發育而導致軟腦膜上微血管-小靜脈迂曲病變及葡萄酒

色素痣。因此突變發生在精卵結合之後，因此一般不會

遺傳給下一代[1]。

可分為三種型式：

第一型：顏面及腦膜上皆有血管畸型，此類患者

常會伴隨青光眼。第二型：只在顏面有血管痣，未有涉

及腦膜上之血管，患者亦可能伴有青光眼。第三型：單

純只有腦膜上的血管畸型，顏面無典型之血管痣，這類

患者通常不合併青光眼[2]。

臨床表現包括:1.紅葡萄酒色血管斑(port wine 

stain, port wine nevus)：主要分佈在三叉神經的第1及

第2分支，多數為單側，但亦可在雙側、軀幹及四肢。

這種顏面的紅葡萄酒色血管痣通常於出生時發現，隨着

患者生長而面積變大。2.腦膜和脈絡膜靜脈毛細血管異

常，通常發生在顏面葡萄色斑的同側，以頂、枕區較常

見。畸型的血管影響腦的供血及微血管回流，長期下來

使腦實質中出現局部萎縮及鈣化。這也進一步指出SWS

為一種漸進式疾病。多數患者都患有癲癇，抽搐可出現

在不同的年齡層，但以幼年期常見，抽搐出現的時間

分別為1歲(75%)、2歲(86%)、5歲(95%)。30%或以上的

病例有青光眼，90%在病變同側，10%出現雙眼；60%患

者可出現漸進性智障，可出現對側肢體偏癱、萎縮或發

育不良，這與血管畸型病變所導致的腦皮質供血不足或

血管栓塞，以引起類似小型腦中風、神經細胞受損或消

失、神經膠質增生有關[3]。

診斷主要以臉上特徵性血管痣及頭顱影像學為主，

可加作增強或血管造影以理清腦膜上的微血管及小靜脈之

變化、腦實質的鈣化灶。治療主要是控制癲癇、減少對

腦部的損害。因此，若有頑固性癲癇之病患可考慮外科

手術介入治療。目前支持低劑量的阿士匹靈治療，以抗

凝的方式去改善腦中的微循環及減少血栓的形成，但亦

可能會增加出血傾向，所以仍需更多大型研究實證[4-6]。

Sturge-Weber Syndrome and Port-Wine Stains Caused by Somatic Mutation 

in GNAQ. N Engl J Med, 2013; 368:1971-1979.

Roach ES. Neurocutaneous syndromes. Pediatr Clin North Am, 1992; 

39(4):59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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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生的公衆形象—是神是魔還是人？

在當今各種商業元素充斥的社會，公衆對醫生職

業形象的評價相當多元和極端，不是天使就是惡魔。一

邊是公式刻板化，把醫生推上神壇，盲目地從道德上拔

高，期待醫生的形象有如神父和天使，放棄個人生活，

只有奉獻不求回報。醫生就該加班加點看病不吃飯不休

息；就該無視勞動法的基本保障，沒有正常節假日；就

該無私地把陪伴家人的時間奉獻給患者；就該抱病工

作，任勞任怨。另一邊把醫生群體妖魔化，把個別人的

行為加諸於整體上，部份醫生的行爲失當，使醫療行

業廣受公衆詬病，如：亂開藥，亂收費，沒醫德，唯

利是圖，見死不救。醫療政策的失誤和媒體大量的負

面報導，如“強盜只能搶光你身上的財富，醫生卻能

搶光你一生的積蓄”段子的傳播，醫生成了被指責、

被謾駡、被告上法庭甚至被打被殺的仇恨對象。大眾理

性和獨立判斷的缺失，把看病難、看病貴這些社會資源

問題歸因於醫生，卻不會按此邏輯把坐車難的責任推給

司機、把機票貴歸責於機長。更令人震驚的是，2012年

3月23日，一名男子持刀闖入哈爾濱醫科大學一附院的

醫生辦公室，把工作中的3名醫生刺傷和1名碩士實習醫

生刺死。在騰訊網轉載此事件新聞報導後面的一個讀後

感調查“讀完這篇文章後，您心情如何”中，竟然有

超過65%網友(4018人次)在網站設置的的投票中選擇了

“高興”，而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僅為

14.3%、6.7%和4.2%[1]。儘管這一調查資料不一定能準

確地反映所有讀者的感受，但對於醫生這一群體的看法

確實表現出人性陰暗的一面，被壓抑的人性惡常常會在

匿名表態的情況下肆意地釋放出來。細想一下，鼓勵暴

力和傷害，已經超出了人性和良知的底線了。作為醫

生，我們不要求高人一等，但醫生的工作價值與生命價

值一點也不低於任何人。

醫生不要被神化，也不該被醜化，更不應被道德

綁架。道德綁架的本質是資源的爭奪。醫生作為一個很

自律的群體，在社會醫療資源遠遠不足的環境下，默默

工作，努力守護公眾的健康，追求社會公平。醫生們履

行着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我對病患負責，

不因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

差別”。在醫院候診處，幾乎每天都可以見到同樣的

一幕：等候的病人抱怨醫生給前面的病人診治花太多

時間，當他/她自己就診時又嫌醫生花在自己的時間太

少，恨不得一次就診就能把全身的疾病治一遍。這些人

只顧自己享有最大化的醫療資源，漠視資源分配的公平

原則，遂其意是好醫生，否則是壞醫生，道德綁架就是

這樣天天在現實生活中上演。

社會根據職業而分工，醫生和社會上的其他職業

相比並無什麼優越之處。無論是古代巫醫，還是現代醫

生，都是一群從事診病治病的普通人。醫生並無三頭六

臂，醫生也是血肉之軀，是一樣有七情六欲的人，一樣

靠勞動付出養家糊口。醫生的公衆形象應還原回歸到正

常理性的常人位置上。

二、醫生的外在形象—着裝和領帶

在職業生涯中，醫生要如何營造自己的職業形象

的呢？職業形象主要體現在外在形象、內在形象和行

爲舉止三個方面。而外在形象主要體現在衣着、工作

態度及熱情、言談舉止等方面。衣着能够襯托醫生的

專業形象，整潔的儀表，是醫生給病人可信賴的第一

印象。在患者對醫生職業形象的滿意度調查[2]中，外在

形象分數最高。一份醫生職業服飾與其作用效果的隨

機抽樣調查[3]顯示，病人對醫生着裝整潔的關注程度高

達71.2%。對於着裝不整潔（如白大褂上有血跡、污漬

等以及衣冠不整）的醫生，有58.9%的人對其信任度下

降，甚至有16%的病人作了不要這類醫生就診的選擇，

有0.8%的病人說會有噁心或不適感。選擇醫生服裝應有

口袋的人數高達90.4%，病人認爲沒有口袋的醫生服會

使他們産生不踏實感。

一件白大褂、一個聽診器是一般人辨認醫生的特

徵標記。領帶作為襯衣上口的裝飾物，是否醫生職業服

飾的“標准配置”呢？這個問題一直爭議不斷，各國各

地有不同的習俗和規定。有人認為領帶可塑造醫生莊重

和專業形象，也有人認爲僵化的形象增加醫患之間的距

離。早期僅僅是形象觀感之爭，誰是誰非，倒無傷大

雅。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發現，領帶是病菌的傳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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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醫院內感染的兇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英國的有

關研究[4,5]發現，在ICU工作的醫生的領帶5條中有2條沾

有凝血酶陰性葡萄球菌，40條醫生領帶中有8條分離出金

黃色葡萄球菌。2010年發表的一項調查[6]顯示：全部95

名各級別醫生的領帶都發現細菌，其中近一半領帶的菌

落超過50個；17條有潛在病原菌，10條分離出金黃色葡

萄球菌，分離出MRSA（抗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有7條領帶，10條分離出革蘭氏陰性菌，3條領帶合併有

革蘭氏陰性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有研究[7]比較50名醫

生的襯衣與領帶的污染程度，襯衣的菌落平均51個，領

帶的菌落平均95個。說明領帶的病原傳播風險較襯衣

高，因為領帶清洗不便而難保持清潔。50名醫生中，16

名(32%)從來不清洗領帶，20名(40%)記不清何時清洗過

領帶，餘下的14名(28%)平均距上次的清洗時間約73天，

而襯衣的清洗少於2天。美國一項前瞻性的對照研究[8]，

嘗試瞭解細菌是如何通過醫生傳播給病人的。讓醫生穿

着清潔無菌的的襯衣（長袖/短袖）和領帶，進行不同的

搭配，給5個模擬病人逐個做常規的2.5分鐘的病史收集

和體格檢查，發現模擬病人被不固定的領帶組檢查後，

細菌菌落明顯多於其它組別，而長袖/短袖組間袖口的

細菌種植率無明顯區別。證明醫生在與病人接觸時，領

帶是主要的細菌傳播媒介，可以通過醫生把病菌從一個

病人傳播給另一個病人。骨科感染往往是災難性的，可

能導致人工關節等植入物的取出，而取出和重置是相當

複雜的手術程序。一項骨科醫生領帶上的細菌培養的調

查[9]發現，所有領帶都分離出細菌，對比同一年骨科病

房病人傷口培養出的病菌種類，有45.4%的同類病菌可從

骨科醫生的領帶中分離出來。病人傷口感染的細菌與醫

生領帶細菌種類高度一致，說明醫生的領帶傳播病菌，

可能是造成病人傷口感染的來源。

2007年，基於大量證據，英國衛生部[10]發出穿着

指引，禁止醫生在工作時打領帶，以減少病原菌經醫

務人員傳播，認為領帶在照顧病人方面並無有益的功

能(no beneficial function in patient care)，此項

“Tie-less dress-code”政策的執行範圍也包括醫院

裡非臨床工作人員。

既然醫院管理部門禁止醫生工作時佩戴領帶，而

身在臨床第一綫的醫生又如何看呢？一項就“醫生樂

意工作時不系領帶嗎？”的研究[6]發現，大多數(81%, 

77/95)的醫生做了肯定的回答，顧問醫生贊成的比例

(78%)反而比畢業第一年的住院醫生(64%)高。估計後者

可能在有領帶的狀況下更有自信心。

病人如何看待醫生佩戴領帶呢？2006年，在英國

愛丁堡一所醫院大廳對100名受訪者作問卷調查[5]，

93%的人不反對醫生不系領帶。2010年發表的一項研

究[11]，對前往英國斯溫頓一所醫院的75名病人調查，

在“你期待醫生系領帶嗎？”的回答中，否定的佔

84%，肯定的僅10.6%, 5.3%不置可否。對於病人來說，

最關心的是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的態度、醫療技術以及醫

院的就醫環境，佩戴領帶與否並不在考慮之列。其實，

病人不但是感性的，也是理智的，病人瞭解到領帶是院

內感染的重要媒介後態度會截然改變。一項研究[12]隨

機選擇50名外科住院病人，通過圖片讓病人選擇外科醫

生的着裝，隨後告知病人有研究發現醫生的領帶攜帶不

同的致病菌，再讓病人重新選擇。結果選擇佩戴領帶服

裝的比例由52%下降到22%。

綜上所述，醫生、病人及醫療管理部門對醫生工

作時佩戴領帶的看法正在改變，醫生的領帶在傳播病菌

的角色越來越清晰，醫院內感染的嚴重性及所造成社會

負擔日益受到關注。回歸醫療的本質，對於工作在臨床

第一綫的醫生，丟棄領帶能減少院內感染，造福病人。

關愛生命是根本，衣冠領帶是枝末，只重視表面是舍本

求末，是淺薄短視。

醫生，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充滿正能量的職

業，在公衆眼中是可信賴可託付的形象。醫生正面的公

衆形象的養成，是內在氣質的外在體現，是醫生職業化

培訓過程中一步一步構建的，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呵

護。神化和醜化醫生的結果，只會傷害醫生而危及包括

你我的全民健康。

（下轉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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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人類認識疾病和與疾病較

量的過程。生老病死是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物種的

自然規律和宿命。“沉舟側伴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生死循環，周而復始，各種物種的新陳代謝，人

類的繁衍生息都依循着冥冥之中的自然規律。疾病是自

然的存在，衰老是自然的過程，死亡是自然的歸宿，生

是自然的新一輪開始。醫學的各種進步和努力，順應自

然規律則成功，違反自然規律而失敗。該走的生命，意

味着機體各器官功能嚴重衰竭，或某一重要器官突然受

損衰竭，即使動用所有維生機器，即使求生意志多強

大，始終留不下；壞死的器官，即使多麽渴望保留，不

予摘除對生命是更大的威脅。因此，在试圖抗拒自然規

律角度上，有人說醫生的職業是失敗的職業。

普通炎症如闌尾炎，切除闌尾是“最有效”的治

療手段。細想一下，闌尾的炎症並無治癒，所謂的“最

有效”，只是把闌尾切掉而已，連“炎症”與闌尾一起

清除，並不能像治療肺炎一樣把炎症清除還給身體一個

完整的肺組織，這可以說是目前醫學治療水平的無奈

之舉。闌尾炎很普遍，但會致命。據美國的一項流行

病學研究[1]，人的一生，發生闌尾炎的可能性在5%~20%

之間。根據2003年的大規模觀察性研究，成年人進行闌

尾切除術後的30天死亡率仍有1.8%[2]。闌尾“躺着也中

槍”，在其它腹腔或盆腔手術中，經常成為犧牲者，

順帶被切除。大約在1886年的文獻上就有關於闌尾炎的

紀錄，一個世紀過去了，闌尾的切除依然是治療主調，

仍沒有革命性的根本變化—去除炎症、保留正常結構

和功能的闌尾，這方面的醫學進步僅僅是手術方式的改

進，把手術做得更精緻，如使用腹腔鏡手術等。可見，

醫學的進步是緩慢的，很多還是低層次的，治療效果也

未能盡人意，醫生是人不是神，無法超越時代。但闌

尾真的是如此不堪保留嗎？闌尾這個被認為“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的器官，其實是人體的免疫器官，被譽

為“腸腔內的扁桃體”，是益生菌的“庇護所”，還具

有抗癌功能呢！McVay[3]1964年發現，死於結腸癌或其

他惡性腫瘤的病人與闌尾切除術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隨

後的很多研究證明，闌尾切除術與一種或多種惡性腫瘤

有關。就目前的醫學認知水平，保留完整的闌尾是必要

的，闌尾不是人體可無可有的器官。抗菌素能替代手術

治療嗎？現在越來越多的說法支持某些病人可採用單獨

的抗菌素作為第一步治療，但目前還缺乏足够的資料來

推薦臨床使用這種治療[4]。當在將來的某一天，闌尾的

炎症被完全有效控制了，炎症後闌尾的結構和功能保持

完整，絕大多數闌尾炎的病人不需要接受闌尾切除術

了，我們就可以說人類已能真正治癒闌尾炎了。

但醫學還是在進步發展中的，例如消化性潰瘍的

治療的變遷。消化性潰瘍是成年人最常見的疾病之一，

發病率約佔社會人群中的10%，有關病因病理機制和診

治研究已有100多年。1910年外科醫師 K.Schwartz 闡述

胃酸分泌在潰瘍的角色的名言：“NO ACID, NO ULCER

（無酸無潰瘍）＂，一直被消化醫學界推崇和認同，

成為了胃切除術治療胃酸過多等併發症的理論基礎。

從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期，積極的外科手術以減少

潰瘍發生的治療方式大行其道，外科成為治療有症狀

潰瘍及併發症的主流。往後的幾十年，1960s~1970s年

代逐步發展出降低胃酸的有效藥物，如：1976年上市的

Cimentidine（西米替丁），是一種組胺類H₂受體拮抗

劑，可治癒70%的消化性潰瘍。讓治療潰瘍手術在1980

年代減少85%以上。1989年更強、長效消除胃酸的質子

泵抑制劑(PPI)—Omeprazole（奧美拉唑）上市後，外

科在治療潰瘍的減酸角色已逐漸被藥物控制來取代。消

化性潰瘍也漸漸成為內科治療疾病，內鏡治療的廣泛

應用，外科手術的角色已退居後位，各式各樣的胃切

除術後症候群也大大减少了。澳洲的胃腸科醫師Barry 

Marshall和病理學家Robin Warren在1982年發現了幽門

螺旋桿菌可能引發胃炎相關的疾病，如：消化性潰瘍

和胃癌。Marshall為了證實自己的發現和喚起醫學界的

重視，自己吞服培養出來的幽門螺旋桿菌，引發急性

胃炎，在服用抗生素後這些細菌即被殺滅。Marshall和

Warren的發現，打破了“NO ACID, NO ULCER”的理論，

證實幽門螺旋杆菌是造成潰瘍的元兇。90%的十二指腸

潰瘍病人和80%的胃潰瘍病人伴隨有幽門桿菌的感染。

於是，合併兩種抗生素的三聯除菌療法自1994年以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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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化性潰瘍治療的主流，這種劃時代的療法，讓潰瘍

病人的年復發率從60%~100%降至3%~10%[5]，徹底推翻了

“一日潰瘍、終生潰瘍”的宿命，使消化性潰瘍從可控

制變成可治癒的疾病。

反覆發作的腰痛，是常見的臨床症狀之一。大部份

症狀可缓解，但仍會再發。常有病人對醫生說“冇得醫

（不能治）”很失望，固然醫生的直白表達缺乏技巧，

可能缺少足夠的前後鋪墊和解釋。但醫生道出的是事

實：人體結構上的缺陷、退行性改變的必然，不合理的

過度負荷，醫生開出的藥方都無法阻擋身體隨歲月走下

坡路，只是能幫助緩解一下症狀。許多疾病可以引起腰

痛，其中局部病變佔多數，可能與腰部長期負重，其結

構易於損傷有關。人類的腰骶部結構來源於人類的由猿

到人的進化，從爬行到直立行走的進化，腰骶部在直立

行走後承受的重量突然增大的同時其骨性結構並無出現

支撐負荷對等的進化。所形成的薄弱環節，是累積性損

傷時出現腰背痛的基礎。人體結構的進化缺陷，限制了

治療的效果，醫生只能順應自然，揚長避短，协助缓解

症狀，不能逆天而行。最佳的醫療決策選擇，不代表可

以抗拒自然規律，不代表可以改變人的宿命。醫務工作

者的使命和職責，正如著名的特魯多醫生(E.L.Trudeau)

墓誌銘所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

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治癒”是“有時”的，不是“常常”和

“總是”的，這裏的尺度很明確：醫學不能治癒很多疾

病，不能治癒每一個病人；而病人也不要盲目相信醫學

的“本事”，對醫學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由於醫學發

展的局限性，醫生們有很多無奈，對於疾病來說，只有

一部份能夠完全治癒；很多情况下只能使病情有所緩

解；醫生應該有自知之明，病人也要有所瞭解。一切醫

學技術都是對身處困境的人的幫助，醫學本質是醫學的

人文性。醫學的作用只是幫助而已，不必渲染誇大其

“神奇”。

“醫生，有沒有好一點的方法，既治標又治

本？”這是臨床上常常聽到的患者的聲音。一些原因不

明的疾病，醫學上還找不到治療的有效方法。治標並不

理想，治本更是前路茫茫。如特發性脊柱側彎，又稱為

不可逆的脊柱側彎，好發於身體快速發育成長的青少年

時期。發生在脊椎，只有治療脊椎本身才能改善。輕

度的畸形只是觀察其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程度，脊

柱的畸形越來越嚴重時，用支具來限制。如果畸形到了

無法接受的程度，只能通過手術融合固定脊柱來糾正和

限制畸形，同時也限制了脊柱的活動度和生長。目前還

沒有什麽方法能令脊柱返回正常的生長軌跡。正如一棵

向上生長的幼苗，突然彎曲欲倒，先用籬笆把四周圍起

來，如果還是扶不起來，只能用一根直棍子和它永遠綁

捆在一起，但也限制了它隨風招展。這類原因不明的疾

病，要從源頭着手才能找到根治的方向。目前這方面的

醫學研究還在尋找源頭。

整體醫學上對疾病的認識是如此的困難，而作為

個體的每個醫生面對的困難局面更多、更無助。臨床醫

學是實踐的科學，醫生要通過學習前人的經驗，親身檢

查和臨床治療病人，才能逐步掌握和積累診斷治療的經

驗。從青澀到成熟的過程，必然伴有失敗和挫折，可能

還有生命的代價。要學會對生命的敬畏，要感恩。我的

老師莫世耀醫生生前經常提醒我們：“你們要記住，外

科醫生是用病人的血養大的”。醫生的每一點進步，社

會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治療永遠無法完美，但通過醫學的幫助，讓人們

找回健康、保持健康。安慰是一種人性的傳遞，是在平

等基礎上的情感表達，也是醫學的一種責任。即使不能

治癒，我們總是能夠幫助和安慰病人，盡可能的使病人

從身體上、心理上舒適一些。有句話說得好，健康一半

是心態，疾病一半是心理。疾病的治療手段不僅僅是藥

物、手術或其他器材。關愛生命和健康，單靠醫務工作

者的努力是遠遠不够的，還要社會和家庭的支持，公平

的社會環境，合理的資源配置，醫療健康知識的普及，

人性化的工作氛圍，無污染的空氣、土地和水源，安全

的食品和用品，這才能達到全社會共同追求的“人人都

擁有健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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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路上 不忘初心

蕭浤

‧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腎臟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yx123@yahoo.com.hk

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初心，納蘭性德說，“人生

若只如初見”。

在這個時代，初心常常被我們遺忘，“我們已經

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出發”。因為忘記了初

心，我們走得十分茫然，多了許多柴米油鹽的奔波，少

了許多仰望星空的浪漫；因為忘記了初心，我們已經不

知道為什麼來，要到哪裡去；因為忘記了初心，時光荏

苒之後，我們會經常聽到人們的懺悔：假如當初我不隨

意放棄，要是我願意刻苦，要是我有恒心和毅力，一定

不會是眼前的樣子。

當初醫學生的生活真的很苦，醫學專業的學習壓

力，可能不是一個其他專業的大學生所能體會的。相信

非醫學專業的學生是無法想像我們五年學習面臨的是幾

十本厚厚專業課本，無法想像一學期要修內外婦兒等七

門專業課程。其他院校在課餘時間一定會有豐富多彩的

文娛活動，而我們卻正在對着生化反應撓頭、對着屍解

標本挑燈夜戰。

還記得邁入醫學院，第一堂醫學課，我們興奮和

沉浸在那無數口口相傳的醫學歷史傳奇故事中；第一堂

解剖課，既害怕又好奇地研究着顱骨模型；第一堂生物

實驗課上，用顫抖着的雙手處死第一隻小白鼠；第一天

臨床實習穿上神聖的白大褂，害怕患者看穿實習身份及

詢問病情不能解答的忐忑心情；第一次身為主角拿起手

術刀那種責任感……；見習期間被安排小講課“慢性腹

瀉”，到圖書館借了數本大部頭書埋頭日夜拚命的學習

了一星期的辛苦。五年的大學學習帶給我們的成長太多

太多了。

也曾記得，畢業後留在本校附屬醫院內科任住院

醫生，夜班通宵收症同時還要求自己做三大常規，早查

房憑記憶匯報病史和三大常規的檢驗結果；第1例腰穿

術後因沒放平床頭，被老師批評後自責的在床旁守護病

人到深夜。 

九十年代末來到鏡湖醫院工作後記憶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二線值班凌晨三點被call，因有數位家人對值

班醫生的解釋不理解不滿意幾乎要對該醫生動手，我到

場後先讓家人充分表達近一小時後，再根據病情詳細解

釋，經兩小時的溝通後家人非常滿意，並主動道歉不應

該有動手的想法、同時因影響醫生的休息表示歉意，那

一刻所有的疲憊和委屈都化為了開心快樂和滿足。

相信很多人剛開始行醫，感情是單純的，簡單到

病人和家屬一絲笑容、一句輕輕的“謝謝”會帶來幾天

陽光燦爛心情；也會因為病者的傷病而無法給予力所能

及的幫助所刺痛，因為面對疾病和生命的無能為力而自

責、情緒低落、甚或暗自落淚，因為和病人家屬溝通的

不順利、不被理解產生的醫患矛盾而懊惱、委屈。

當在行醫路上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摔打磨練，我

們在專業技術上的成長及收獲是不容質疑的，但我們還

能保持當年的初心和熱情嗎？隨時間的推移和受現實社

會的影響，單純的感情中逐漸夾雜了些複雜的情緒；同

時對於醫學的不確定性，對一些即使大專家可能也無法

超越的病例感到無助。

醫學科學家吳階平說：“醫生的服務對象是人，

世界上最複雜的事物莫過於人。要做一名好醫生，首先

一點要研究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醫德。醫

德不光是願望，更是一種行動，這個行動要貫穿醫療的

全過程，貫穿醫生的整個行醫生涯”。

今天對照這段話，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該自我省

視踏入醫學領域的初心。

初心給了我們一種積極進取的心態，正如一個新

生兒面對這個世界一樣，永遠充滿好奇、求知欲和讚

歎，始終把自己當作初學者，時刻保持一種探索的熱

情，時刻為解除患者病痛而努力。

曾經，我們在畢業之際都堅定地說：能堅持到最

後的醫學生，都是能學能打能抗壓的戰士。

今天，當我們踏上了行醫之路，就必須堅守信

仰，不忘初心，牢記初心。

（本文编辑：劉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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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性肺小結節診斷和治療研究進展

李牧綜述  程鯤審校*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呼吸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erickiangwu@gmail.com

孤立性肺小結節(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

是指肺實質內圓形或類圓形的不透明的單發結節，其最

大直徑≤3cm，不累及肺門或縱膈，且不伴有肺門淋巴結

腫大、肺不張和胸腔積液等[1,2]。

根據結節的大小，可分為直徑≤8m m的微小結節

和直徑8~30m m的標準結節；而依據結節密度的不同又

可將SPN分為實質性結節(solid nodule)和磨玻璃結節

(ground-glass nodules, GGN)，其中，GGN還可分為部

份實質性結節(partly solid GGN)和純磨玻璃結節(pure 

GGN)[2]。SPN的病因十分複雜，大部份患者常無明顯的

臨床症狀，且良惡性病變均較常見，在鑒別方面存在許

多困難，因此明確孤立性肺小結節的診斷是制定後續治

療方案的關鍵。

一、SPN的診斷方法

1.一般檢查

(1)胸部X線片

胸部X線檢查簡便易行，但其靈敏度較差、假陽性率

及假陰性率較高，在早期以胸片作為診斷模式的研究中，

肺結節的檢出率僅為0.2%[3]。對於肺上葉或肺外周區域的

結節，可能被骨性結構所遮蓋，極易漏診。因此其在明確

SPN診斷方面意義不大，目前已被胸部CT掃描所取代。

(2)CT檢查

胸部CT對於SPN良惡性的鑒別具有更高的靈敏度和

特異度，特別是高解析度CT(HRCT)，因其能夠清晰顯示

結節的大小和形態學特徵，並可通過定期複查動態地反

映肺小結節隨時間的變化情况，已成為檢測和診斷肺小

結節具有重要意義的方法之一。

SPN的直徑大小、結節密度及結節位置，均是CT評

價其性質的重要指標。文獻顯示，隨着肺小結節直徑增

大，其惡性度也隨之增加。Mayo肺癌臨床低劑量CT篩查

研究報導，直徑≤3mm的肺小結節，其惡性率為0.2%；直

徑4~7mm的結節，惡性率為0.9%；對於直徑8~20mm的結

節，其惡性率為18%；而直徑超過20mm的結節，惡性率

可超過50%[4]。對於密度不同的SPN，GGN的特點與實質

性結節截然不同，它們較實質性結節惡性幾率更高。位

於肺上葉的SPN，更傾向於惡性，原因可能是由於肺上

葉集中了更多的吸入性致癌物質[5]。

對比增強CT提高了SPN良惡性鑒別的準確度，其靈

敏度為98%，特異度為58%，準確度77%[6]。

(3)PET/CT檢查

P E T/C T能從分子水平上反映肺小結節的代謝改

變，應用PET/CT作為診斷手段，可避免良性SPN患者進

行不必要的活檢和開胸手術。

但在大多數研究中，18F-FDG PET/CT用於SPN診斷的

靈敏度往往高於其特異度[7]。這是因為作為糖代謝的標

記物，FDG並不是惡性腫瘤的特異性示蹤劑，許多良性疾

病，如肉芽腫、感染、炎性過程，會與惡性結節相似，

造成PET/CT檢查的假陽性結果。這種情况，是由於粒細

胞和/或巨噬細胞糖代謝增加造成的組織攝取FDG[7]。另

一方面，病灶小、腫瘤代謝活性低，以及高血糖症可導

致PET/CT判定SPN性質時造成假陰性結果[8]。PET掃描的

空間解析度接近7mm，受其所限，直徑<1cm的病灶診斷較

有難度，部份容積效應導致對病灶內真正病變強度或活

動性的低估。總體來說，對於直徑<1cm的SPN，並不推

薦用PET檢查，特別是<7mm的結節，即使PET/CT表現為陰

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惡性病變可能[9,10]。

(4)MRI檢查

MRI並不作為肺小結節的常規檢查，這是由於組織-空

氣介面和相對較低的空間解析度可能造成偽影。然而，高

性能梯度系統和並行成像技術成為磁共振肺部成像的新手

段[11]。一項綜合了6個動態增強MRI掃描研究的meta分析顯

示，其集合敏感性達94%，與動態增強CT掃描相當；但集

合特異性為79%，較動態增強CT掃描更高[12]。Sommer等的

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認為MRI診斷肺結節的敏感性

低於低劑量螺旋CT；但其特異性更高[13]。因此，在CT無法

判斷肺小結節性質時，MRI的補充可提高診斷的準確率。

2.診斷性檢查

通常情况下，影像學檢查的主要作用是為診斷提

供依據，其本身往往並無法準確判斷SPN的良惡性，因

此需要一些有創性檢查來明確SPN的診斷。

(1)非手術活檢

① CT引導下經胸壁針吸活檢 (CT-guided transthora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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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le aspiration, TTNA)

TTNA作為一種有創性操作，可獲得結節組織進行

病理檢查，但有一定的風險和併發症，如氣胸、肺出

血、血胸、癌細胞種植轉移等。其敏感度取決於結節和

穿刺針的大小、穿刺次數及病理醫生的專業判斷，而

對於直徑<8mm的微小結節，操作困難且難以獲得診斷。

一項綜合了11個研究的回顧分析顯示，除其中3項結節

≤15mm的研究敏感性為70%~82%外，TTNA對於惡性病變識

別的敏感性中位數≥90%；其主要併發症為出血(1%)、氣

胸(15%)和需胸腔閉式引流的嚴重氣胸(6%)[14]。

②經支氣管鏡針吸活檢(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TBNA)

TBNA是一種安全有效的微創檢查方法，傳統TBNA

屬於“盲穿”，在不同研究中其診斷準確率波動幅度很

大，盡管輔以X線透視可有助於引導穿刺針定位，但並

不能提供病灶的精確空間位置。用以診斷惡性SPN的敏

感性為5%~76%（平均31%）[15]，對於大多數SPN而言，

由於位置原因，通常無法通過支氣管鏡活檢來獲得病

理，尤其對於直徑<8mm的微小結節，更是難以通過支氣

管鏡檢查獲取病理明確診斷。

③支氣管內超聲(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EBUS)

引導下的檢查

目前已研發的EBUS有兩種，即徑向探頭EBUS(radial 

probe-EBUS, RP-EBUS)和凸式探頭EBUS(curvilinear 

probe-EBUS, CP-EBUS)。其中RP-EBUS主要用於評價侵

犯支氣管壁的腫瘤，以及傳統X線透視引導支氣管鏡難

以到達的周圍型肺小結節的評價與活檢[16]。

在對肺周圍型病變進行支氣管鏡檢查的過程中，

EBUS主要被用於對活檢路徑的引導。由於EBUS可以對病

變目標位置進行即時確認，借助於它的引導，可提高支

氣管鏡操作者對SPN的識別和定位能力。一項Meta分析

顯示，EBUS-TBNA 可使周圍型肺小結節的診斷敏感度提

高到73%，特異度達100%[17]。相對於傳統經支氣管肺組

織活檢術(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TBLB), EBUS

引導的TBLB可明顯提高外周型孤立性肺小結節的診斷

率[17]。一項隨機臨床研究將EBUS-TBLB與傳統TBLB檢查

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對於直徑≤2cm的肺小結節，兩

者診斷的敏感性為71%VS23%[18]。

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 h y s i c i a n s, A C C P)肺癌指南推薦，在診斷SPN時

應優先選用EB U S引導的T B L B[19]。另有在E B U S技術

基礎上改進而成的氣管超聲導向鞘(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with a guide sheath, EBUS-GS)。

有研究顯示，與EBUS相比，EBUS-GS不僅具有較高的

安全性[20]，還可將外周型肺小結節的診斷敏感性提高

15.3%[21]。Chavez等[22]研究表明，影響EBUS-GS診斷準

確性的因素包括結節本身的特點（如實性結節或磨玻璃

結節）、結節的位置（肺上葉、中葉或下葉），以及GS

本身的大小。

④電磁導航支氣管鏡(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Bronchoscopy, ENB)

ENB是一種以電磁定位技術為基礎的經支氣管鏡診

斷新技術，它結合電腦虛擬支氣管鏡與高解析度螺旋CT

的特點，可準確到達常規支氣管鏡無法到達的肺周圍病

灶，並進行即時導航定位，以準確獲取病變組織進行病

理檢查。ENB技術並不需要病灶“可見”，而是需要精

確的胸部CT掃描以製作導航路線圖及直達病灶的通道，

通過活檢通道進行TBLB或TBNA從而獲取病變組織進行病

理檢查，也可同時進行介入治療。與傳統檢查方法相

比，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自2005年E N B技術在美國首次應用於臨床後，外

周型肺小結節的定位診斷有了新的突破[23]。2014年，

呼吸雜誌發表的關於ENB診斷肺內結節準確率和安全性

的Mata分析[24]，該分析納入15個臨床試驗，共計1,033

個肺內結節。分析結果顯示，EN B整體診斷敏感度為

64.9%，準確率為73.9%。

與TTNA相比，ENB最大的優勢在於它的安全性。使用

ENB進行肺小結節活檢時，沒有破壞胸膜，因此術後氣胸

的發生率比TTNA低，約0%~10%[25]，僅有少數患者檢查後出

現輕微的低氧血症和輕微的出血，到目前為止尚無死亡病

例的報導。另有研究顯示，對於安裝永久心臟起搏器的

患者，ENB檢查不會引起心律失常和起搏器功能障礙[26]。

ENB還可與EBUS聯合用於周圍型肺小結節的檢查，

Eberhardt等[27]的研究結果表明，在診斷肺周圍型病變

時，ENB聯合EBUS比兩者單獨應用更為有效，且未增加

操作風險。

⑤虛擬支氣管鏡導航(Virtual Bronchoscopic 

Navigation, VBN)

VBN利用CT掃描圖像，通過電腦運算生成三維氣管

支氣管樹影像，在操作過程中同時顯示虛擬影像及支氣

管鏡下實時影像，並在支氣管鏡影像上疊加顯示電子路

徑，當使用超細支氣管鏡接近目標區域時(<30mm)，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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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形態疊加顯示在虛擬及實時影像的氣道壁上，從而為

活檢提供進一步定位。VBN亦可聯合薄層CT引導支氣管

鏡、X線透視引導支氣管鏡或EBUS-GS一起使用[28]。VBN

的診斷率因外周病灶的實際情况而有所不同，文獻報導

可達73.6%，薈萃分析達72.0%[28]。在VBN基礎上改良的

LungPoint VBN軟件系統也進入了臨床應用，有利於引

導更小、更趨近於肺周圍的病灶，並可提高支氣管鏡對

肺小結節的診斷率。有研究顯示，LungPoint導航系統

的診斷率可達80%，從而減少可能的手術活檢[29]。

⑥經肺實質-支氣管結節通路(Bro n c h o s c o p i c 

transparenchymal nodule access, BTPNA)

ENB技術的局限之一在於某些外周結節並沒有支氣

管與之相通，為克服這一難題，近年來發展出BTPNA技

術，該技術利用電腦軟件設計出一條經過肺實質、避開

血管結構的隧道旁路，由段支氣管直達目標結節，通過

此人工通路進行結節活檢取樣。最新的研究報導顯示，

在納入研究的12例患者中，有10例成功建立了通路，隧

道長度平均為47mm(10~99mm)，整個過程中未發生不良

事件，通過術後病理結果證實，活檢準確率為83%。結

果證明該方法用於SPN的診斷切實可行[30]。

(2)手術活檢

外科手術依然是孤立性肺小結節良惡性診斷的

“金標準”，用於診斷SPN的手術方法主要有：傳統開

胸手術、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和縱膈鏡。對肺小結節行楔形切除活

檢，傳統手術創傷大、風險高，部份患者因恐懼而不能

接受；而VATS微創手術較傳統開胸術創傷小、手術時間

短、患者術後恢復快、併發症少，並可行根治性切除治

療，是診斷及治療SPN的理想方式。

二、SPN的隨訪處理

多個專科學會均發佈了SPN隨訪跟進的相關指南，

包括Fleischner學會指南[31,32]、ACCP處理原則[33]、美

國國立綜合癌症網路(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34]和肺部結節診治中國專家共

識[35]等。

SPN隨訪跟進主要依據結節大小及結節密度不同實

施分級管理。對於實性結節，多數指南均以直徑8mm作

為界限值，因為<8mm的結節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惡性腫

瘤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倍增時間較長，難以用影像學技

術進行精確評估，也難以行非手術活檢。故對此類結

節，可根據結節的大小、有無吸煙史及是否合併其他惡

性疾病危險因素將患者分為低風險人群和高風險人群，

採取不同的間隔週期進行CT隨訪。對直徑≥8mm的結節，

首先評估患者耐受手術的風險，應用臨床惡性腫瘤預測

模型推算出來的惡性概率進行分層管理。該預測模型包

含了6個獨立的預測惡性腫瘤的因子，包括：年齡、目

前及過去的吸煙史、胸腔外惡性腫瘤史、結節直徑、

毛刺及位於上葉。對惡性概率非常低者(<5%)，可CT隨

訪；中度惡性概率(5~65%)者，行PET掃描，中等或強烈

攝取者，行非手術活檢或手術切除，陰性或輕度攝取

者，行非手術活檢或定期CT隨訪；高度惡性概率(>65%)

者，進行標準分期評估，無轉移者手術切除。

純磨玻璃結節，各指南均採用5mm為界限值，>5mm

者，每年行胸部CT檢查，結節增大或出現實性成分增加，

通常預示為惡性轉化，需進一步評估或手術切除。部份實

性結節往往是癌前病變或惡性腫瘤，需要更密切的隨訪，

以及延長監測時間以監視實性成分的增長，對≤8mm的部份

實性結節，需在3、12、及24個月行CT監測，無變化者轉

為常規年度監測，>8mm者，3個月複查CT，如結節持續存

在，行PET、非手術活檢和（或）手術切除進一步評估。

由此可見，對於SPN的處理，各指南都為臨床醫師

提供了詳實的循證醫學證據，但由於不同指南在制定時

本身所參照的研究證據不同，其結論很難完全一致。因

此，需要臨床醫生在實際工作中結合患者的個體情况有

針對性地進行選擇。新技術的臨床應用，使得SPN的檢

查過程不斷趨於無創、精準與便捷，並在減少術後併發

症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如何權衡利弊，選取真

正適合患者不同個體的SPN檢查方法至關重要，也是值

得臨床醫師探討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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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小腸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 

M R E)技術是近年來新近開展的應用研究。在目前國際

及國家指導方針中，甚至推薦MRI為小腸檢查的參考標

準，作為克隆病的小腸影像學檢查方法。MRE技術最大

的優勢在於無輻射，具有很高的軟組織分辨力，能通過

多方位成像以了解腹腔內腸道內、外的情况。隨着MRI

技術如並行採集技術、水成像技術的發展、對比劑的完

善，MR檢查在小腸病變的應用已日趨廣泛。

MRE需要良好的腸道清潔準備及充分的腸管擴張，

同時小腸適宜的充盈至關重要。因此選擇能充分擴張腸

管、不形成偽影而且對人體無害、與腸壁的對比度良好

的對比劑非常重要。腸腔內對比採用黑腔技術[1]，採用

甲基纖維素或甘露醇溶液充盈擴張腸管。採用靜脈注射

釓對比劑，在對比劑注射後約60s腸壁出現強化。T1WI

腸腔內水溶液呈低信號，增強後的腸壁呈高信號，因此

稱之為“黑腔”。根據對T1WI腸腔信號的影響，腸腔內

MRI對比劑可分為降低腸腔信號的陰性對比劑（如空氣、

稀釋的硫酸鋇和甲基纖維素溶液）及增加腸腔信號的陽

性對比劑（如稀釋的超順磁性氧化鐵溶液、釓劑與甲基

纖維素溶液的混合液），應用2.5%的等滲甘露醇溶液在

MRE中同樣可使腸管充分擴張。2.5%的等滲甘露醇溶液在

T1WI序列呈低信號，可清楚顯示腸壁結構；在T2WI序列

中則呈充盈整個腸腔的高信號，如有腔內充盈缺損則可

顯示無遺。攝入腸腔內對比劑的方法有口服法或小腸插

管灌入法，具體方法及優缺點與CTE小腸檢查相同。

MRE成功的關鍵是掃描前應用抗膽鹼藥抑制腸蠕動

以減少腸蠕動偽影。腸腔內注入液體對比劑1500~2000ml

後開始MRI掃描，掃描範圍自劍突下至恥骨聯合上緣水

平。掃描方法：冠狀面重T2WI, TR 2189ms, TE 1156ms，

層厚180mm，範圍包括升結腸，了解對比劑是否到達回

盲部。多軸面成像，掃描前需應用藥物抑制腸蠕動，

每個序列均帶脂肪抑制。1.冠狀面T2WI的單次激發快

速自旋回波(single-shot fast spin echo, SS-FSE)序列

(TR 24053 ms, TE 85ms)，屏氣25s左右完成掃描；2.冠

狀面T1WI的快速擾相梯度回波(fast spoiled gradient 

echo, FSPGR)序列(TR 175ms, TE 4ms)；3.靜脈注射釓

噴酸匍胺(Gd-DTPA)增強掃描，冠狀面和橫斷面FSPGR序

列屏氣掃描及三維容積超快速多期動態增強掃描(liver 

acceleration volume acquisition, LAVA)三維序列增強多

期掃描，冠狀面採集1次，橫斷面需2次採集，整個掃描

時間約需15min[2]。與口服法MR小腸造影檢查不同的是，

插管法MR小腸造影檢查對比劑經由預先插入十二指腸空

腸曲的導管加壓注入，小腸的擴張程度更好。缺點是對

於患者而言插管有一定的痛苦，有的患者難以接受，由

於上述原因在實際應用中大範圍推廣較困難。有學者比

較兩種方法對於病變的診斷差異並不大。

MRE不僅可以觀察小腸黏膜情况，同時能夠分析腸

管周圍的改變，利用腸壁和腔內對比劑產生的信號差異

顯示小腸壁的厚度及形態，尤其適用於腸道腫瘤引起的

腸梗阻，可以鑒別增厚的腸壁和梗阻性腫塊。研究表

明MRE在診斷小腸腫瘤病變方面要優於膠囊內鏡[3]，MRE

在小腸腫瘤檢出方面的總體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達到

86%~91%和95%~98%[4]。Van Weyenberg等[5]對32例小腸

腫瘤的MRI分析，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達到94%和97%，

總的診斷準確度達95%，其診斷的最小小腸錯構瘤型息

肉大小為3mm×3mm，最小腺瘤大小為4mm×7mm。

MRI功能成像包括動態增強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等，

是檢測和判斷腫瘤微觀病理狀態的最佳影像方法之一，

在腫瘤的診斷和治療療效評價中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

在人體其它部位的腫瘤中已有較多應用[6]。因此在MRE

成像的同時，對小腸腫瘤進行MR功能成像具有潛在的很

高的應用價值，有助於腫瘤的診斷和鑒別診斷。

MR小腸造影應用最多的就是診斷Crohn's病並評估

其活動性。由於Crohn's病好發於年輕患者，活動期和

緩解期反覆交替，在一生中需要多次影像學檢查進行

分期及評估療效，多次X線和CT複查會接受大量射線輻

射，增加發生腫瘤的風險，而MRI則是Crohn's病反覆多

次複查的最佳選擇。Crohn's病的MRI表現為病變腸壁節

段性增厚、強化增加，並且具有以腸系膜側腸壁為重的

偏心性的特點[7]。當病變穿透腸壁時，MRI可見腸系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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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模糊的蜂窩織炎和膿腫；若炎症穿透鄰近腸管或腹

壁，可形成腸管間的內瘺和腸管與體表的外瘺。Schmid

等[8]對14例患者的25個小腸和結腸的瘺管和竇道行MRI

檢查，發現DWI可明顯提高瘺管和竇道的檢出率，對腎

功能衰竭不能使用對比劑增強的患者具有重要價值。

Aytekin等[9]應用DWI，檢出了Crohn's病19個病變腸段

中的18個(94.7%)，在DWI，炎症腸壁的水分子擴散受

限，ADC值明顯降低，炎症腸段與正常腸段相比呈高信

號。Jasper等[10]和Sabina等[11]對Crohn's病行MRI動態

增強掃描後認為，活動性Crohn's病最大增強值、增強

斜率與Crohn's病活動性具有高度相關性，Ⅰ型速升平

臺型增強曲線100%為活動性Crohn's病，Ⅱ型緩升緩降

型增強曲線100%為非活動性。因此，可顯示腸管內、

外病變的MR小腸造影可獲得較傳統X線小腸造影有關

Crohn's病更多的信息。

MR動態電影序列等新技術已經應用於小腸功能動態

觀察的研究[12]。Lienemann等[13]採用MR電影序列對27例

懷疑腹腔黏連的患者進行研究，結果表明MR電影序列在

對鄰近小腸間以及腹壁與小腸間黏連的診斷敏感度和特

異度為87.5%和92.5%。Heye等[14]運用MR電影序列對91例

懷疑小腸疾病的患者進行檢查，研究顯示，MR電影序列

對小腸疾病所致的小腸蠕動功能減低和腸管狹窄的診斷

符合率分別為96%和85%。除此之外，小腸梗阻患者腸腔

內往往有液體充盈，有利於MR小腸造影對病變的顯示。

MRI較CT的缺點是無法進行薄層掃描，MRI薄掃時

信噪比降低，信號較差，空間分辨率低於CT。MRI造影

的禁忌症包括幽閉恐懼症、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後及其他

金屬植入裝置患者。另外，MRI檢查所需時間長，且需

受檢者屏氣配合程度高，在臨床上廣泛開展受限。

總之，MR小腸造影是一種易行、可靠的小腸檢查

方法，只要應用了適當的檢查和掃描技術，可獲得滿意

的小腸充盈效果，優良的MR圖像，清楚地顯示腸壁、腸

腔和病變，對小腸Crohn's病和腫瘤的診斷以及鑒別小

腸梗阻的原因具有重要價值，對不宜CT檢查的患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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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孕婦、碘過敏及須多次複查評價療效而接受射線

較多的患者尤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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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癌是最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之一，其發病率

僅次於乳腺癌，居於女性惡性腫瘤第二位[1]。Hammouda

等在2005年首先證實，HPV（人乳頭瘤病毒）感染與宮

頸癌發生有關，並在後續實驗中發現，高危型HPV（16, 

18等）持續感染，是宮頸癌發病的必要條件之一[2]。

一、流行病學研究現狀

美國及歐洲西部國家大型臨床調查示HPV人群平均感

染率約為10.4%, 其中美國感染率為26.8%, 與之相比，東

亞及中亞地區TCT正常的人群中，感染率為0~48.4%, 本澳

相鄰的東南亞地區調查結果各有差異，香港為11%, 韓國

10.4%, 中國大陸地區相關報導為14%~31.5%[3-10]。

根據主要膜蛋白之一“L1”蛋白DNA差異，已發現

150餘種HPV病毒亞型。其中HPV16,18主要感染宮頸及口

腔黏膜，引起約70%宮頸鱗狀細胞癌，餘30%則與HPV31, 

33,51,52,58等其他亞型有關。高級別宮頸上皮內瘤變

及宮頸癌主要與HPV16,18相關，其中HPV16感染率為

37.9~73%, HPV 18為6.3~21.2%[11-18]。

二、分子生物學特點及治病機制

1.傳播方式：HPV病毒主要經性行為傳播，感染女

性生殖道宮頸鱗柱交界移行帶，通過破損的上皮組織進

入基底層，依靠L1膜蛋白與基底層細胞黏附，感染宿主

細胞，保持相對較低量的病毒複製狀態。當病毒進入鱗

狀上皮層後，複製量增大1000倍，並表達晚期蛋白，通

過網格蛋白途徑引起細胞內凋亡[19]。

2.易感因素：基於HPV病毒感染的年齡分佈研究，

HPV感染率在年齡小於25歲有性行為患者中為16.9%（高

於全部年齡段平均值10.4%），多個性伴侶，性行為習

慣可能為HPV感染主要高危因素。另外，吸煙，口服避

孕藥，多產等與HPV感染進展有關[19-24]。針對HIV合併

HPV病毒共同感染人群調查，提示HPV病毒清除與CD4陽

性T細胞介導的免疫有關，因此，T細胞免疫缺陷，亦為

易感因素之一[25-27]。

3.致癌機制：HPV E6、E7蛋白基因在病毒致病過

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引起免疫應答

障礙及影響細胞凋亡途徑[28,29]。目前針對HPV16，18亞

型的E6, E7蛋白研究較為深入。E6蛋白經由泛素化途徑

靶向降解TP53，阻止細胞凋亡並使有轉化潛能的細胞複

製增殖。E7蛋白則通過與視網膜母細胞瘤家族成員RB1, 

RBL1和RBL2等蛋白結合降解目標基因產物，實現E2F驅

動的S相基因表達，啟動cyclin/cdk複合途徑，啟動基

因轉錄的細胞週期，實現DNA擴增[30-32]。

除影響細胞週期外，免疫逃逸亦是HP V致癌的重

要途徑。Fabiana[33]等2015年研究發現，高危型HPV E6

蛋白可通過干擾T o l l樣受體提呈，實現免疫逃逸。

Hubert[34]等提出，高危型HPV感染者，上皮細胞中CDH1

抗原提呈細胞減少，造成上皮組織排出HPV病毒能力減

弱，可能是造成HPV持續感染的原因。

T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障礙可能是HPV持續感染的

另一機制。有研究發現，T細胞臨床亞型的分佈與CIN病

變的分級及宮頸癌進展有關。CD4陽性的殺傷性T細胞，

通過增強淋巴細胞數量，擴大免疫應答，實現抗腫瘤作

用。黃志欣[35]等在2011年通過藥物治療後T淋巴細胞亞

群的改變研究發現，CD4陽性T細胞在治療組總比例明顯

升高，HPV-DNA含量降低，並提出，HPV持續感染可能經

由某種途徑影響CD4陽性T細胞的免疫應答，從而引起腫

瘤細胞的增殖，HIV感染患者存在CD4陽性T細胞缺陷，

可感染HPV病毒，引起宮頸病變,亦支持了此觀點。

體液免疫方面，HPV病毒宿主中存在膜蛋白L1特異

性抗體，該抗體存在於HPV感染患者血清中，於感染後6

個月至HPV病毒DNA清除後5年之後仍然可檢測到。尚無確

定的研究提出針對L1的特異性血清抗體是否為保護性抗

體，或是否可通過監測此類抗體的濃度對HPV感染相關疾

病進行跟蹤隨訪，但特異性抗體的出現，可以通過抗體

的重組擴增，實現HPV病毒的預防及靶向治療[36-39]。

三、宮頸癌疫苗研究進展

1.H P V疫苗的產生：早在1980年，人們就已經發

現，人類乳頭狀瘤病毒可引起手、足、面部及生殖器濕

疣。因感染易復發，且局部病灶不切除存在惡變的可

能，人們一度認為，HPV病毒是不可根除及預防的。隨着

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家成功提取出HPV-DNA，實

現體外擴增，並根據主要膜蛋白分出各種亞型[40]。對宮

頸癌及宮頸高度上皮內瘤變病理研究顯示，超過99%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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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HPV感染，HPV感染為宮頸癌發生的必要條件之一，

為宮頸癌疫苗的研發和應用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

對宮頸CIN患者的病理研究進一步推動了HPV疫苗的發

展。研究者發現，在CIN組織中，存在豐富的病毒衣殼蛋

白L1及L2，這些蛋白經純化後，經由酵母菌培養產生重組

HPV衣殼蛋白，製成病毒樣顆粒，成為了疫苗的前身[41]。

2006年Gardasil（默沙東公司，Merck Sharp&Dohme, 

MSD）首先被FDA批準用於預防HPV類型6和11,16,18亞型

疫苗，該疫苗為無活性的針對不同亞型的病毒膜蛋白L1

的病毒樣顆粒(VLP)，添加刺激疫苗抗原免疫反應的佐劑

製成，誘發產生的抗體分佈於在黏膜表面，可立即中和

HPV病毒，該疫苗僅用於生殖道疣類疾病。2014年，二價

疫苗（Cervarix葛蘭素史克公司）被批準用於HPV16、18

型感染，預防宮頸上皮內瘤變及宮頸癌。（默克公司的

Gardasil-9）9價HPV疫苗於2014年獲批，添加了針對除4價

疫苗外的另外5種亞型：31,33,45,52和58[42-44]。

2.疫苗的有效性：H P V16,18相關的宮頸病變約

佔70%，現有二價及四價疫苗對上述兩種病毒亞型的

預防效果相近，部份劑型存在一定的程度交叉免疫。

針對四價疫苗的首個大型臨床觀察實驗發表於2007

年，結果顯示，在該實驗入組的5000名觀察者中，對

HPV16,18,6,11感染率為0%，隨訪時間為44個月。在隨

訪過程中，免疫者血清濃度逐漸降低[45,46]。Mollers[47]

等在2015年發表的1688例接種者接受HPV16，18亞型

疫苗注射後的臨床實驗結果發現，在注射疫苗後三年

間，該疫苗對HPV16和18新發感染防護有效率(73%)，

HPV16,18,31,45四種亞型平均為(72%)。HPV16持續感染

預防有效率達100%，HPV18，31為76%，HPV45約36%，故

疫苗效應對持續HPV16感染的預防作用最為顯著。

2015年獲批上市的Ga r d a s i l-9疫苗，增加了

HPV31,33,45,52,58五個亞型，在HPV16,18的基礎上增

加了額外20%有效率，理論上可預防超過90%的HPV相關

宮頸病變。FDA在2014年發表了關於該疫苗的臨床觀察

數據，與Gardasil（4價）疫苗相比，預防CIN2有效率

由40%提高至70%，CIN3由58%~84%[44]。一項13,598名被

試的臨床研究結果發現，Gardasil-9疫苗預防HPV引起

疾病的有效率為96.7%(95%置信區間，80.9~99.8)，對

高級別宮頸上皮內瘤預防率提高30%~35%。五個新添加

的疫苗亞型引起的HPV相關疾病顯著降低，兩種疫苗共

有的四種HPV亞型組間無差異。9價疫苗產生抗體滴度

在6,16,18基本相同，11型稍低。兩組間在觀察終點時

（60個月）HPV高危型相關疾病發生率無差異（每1000

人年14.0與14.0例）[48]。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提出，

Gardasil-9疫苗相對與Gardasil四價疫苗在預防HPV

相關疾病方面的優勢是否於新添加的5種類型病毒有

關。Oliver等在2015年發文章，針對Gardasil-9疫苗

與Gardasil四價疫苗療效進行比較，以發現HPV感染相

關疾病為終點，分為與Gardasil-9包含病毒相關，與

Gardasil-9中且Gardasil四價疫苗未包含的病毒感染相

關，與二者共同包含的病毒種類相關，以及與二者均未

包含的病毒種類相關四類，分別觀察預防疾病的有效

率。Gardasil-9觀察組3032人，其中至觀察終點有HPV

感染相關疾病者179人(5.9%)，與Gardasil-9預防病毒

種類有關者僅有6例，有效率為96.7%，且此6例中僅有1

例同Gardasil四價疫苗共有的病毒種類有關。Gardasil

四價疫苗觀察組3077人，至觀察終點HPV感染相關疾病

者230人(7.5%)，與Gardasil-9疫苗病毒種類有關者有

80例，其中48例與Gardasil-9增加的五種病毒種類有關

(60%)，該文作者提出，Gardasil-9疫苗預防HPV相關疾

病的效果，不僅同額外添加的5種病毒有關，且對相同

種類的病毒預防效果更佳[48]。

因約有20%~50%的多重感染，而目前針對HPV的預

防性疫苗仍僅針對各亞型，尚無法實現共免疫性，不能

忽略其他高危型HPV類型會產生癌變前的病灶。

3.疫苗的安全性：根據FD A標準，已有四價和二

價人乳頭瘤病毒(HPV)疫苗是安全[49,50]。有臨床研究發

現，新的9價HPV疫苗注射部位的不良事件的頻率較安慰

劑組高（分別為91.1%和43.9%）。疫苗引起的全身性相

關不良事件的頻率為30.6%，安慰劑組為25.9%。

4.孕期HP V疫苗的使用及妊娠分級：孕婦於孕期

HPV陽性率為26%~68%。感染類型以HPV6和11為主，表現

為亞臨床感染或合併尖銳濕疣，經陰道分娩的孕婦，將

有50%~70%的風險在分娩過程中通過軟產道感染新生兒

的呼吸道，如為剖宮產分娩，新生兒經由羊水直接傳播

感染的機會27.3%[51-53]。四價HPV疫苗不含有活病毒，所

以不存在感染胎兒的風險，藥物的妊娠分期為B類[54]。

目前尚無相關研究說明保護性抗體能否通過胎盤時限對

胎兒的被動免疫，Gardasil公司的9價疫苗亦沒有針對

孕婦進行研究，但對懷孕的大鼠進行的研究沒有提示其

對胎兒可能存在影響[55]。

5.治療型疫苗：針對HPV-16或HPV-18陽性CIN2/3隨

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實驗發現，VGX-3100治療性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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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病理組織學消退和病毒清除率明顯升高[56]。VGX-3100

的治療原理為通過與合成質粒結合，通過CELLECTRA裝置

遞送，實現電穿透，靶向攻擊HPV-16和HPV-18 E6及E7蛋

白，使已感染兩者的CIN2/3組織實現病理消退及病毒清

除。Brun[57]等2011年利用TG4001-改良安卡拉牛痘病毒

載體編碼HPV-16 E6和E7和免疫調節細胞因數白介素治療

HPV16, 18陽性CIN2/3患者，提示20%HPV-16單感染患者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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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表皮出芽狀增生伴輕至中度異型性增生200倍。

圖2.真皮可見彈力纖維變性200倍。

第44頁 圖示

 圖1.治疗前 

第78頁 圖示

    圖2.治疗後

 

圖A.示癌組織具有明顯的推擠樣邊界和彌漫片狀的浸潤方式，部份細胞呈梭形，伴豐富的間質淋巴細胞反應(X200)。

圖B.示癌細胞體積大，細胞境界不清，呈合體細胞樣，具有大的空泡狀核和明顯的嗜酸性核仁(X200)。

第38頁 圖示

 

圖C.D. 示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癌細胞P63表達陽性，細胞核棕黃色（X200）。

 

圖E.F 示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癌細胞CK5/6 表達陽性，細胞漿及細胞膜棕黃色（X200）。

 

圖H.I 示原位雜交染色示癌細胞EBER表達陽性，腫瘤細胞強染色（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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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正常小腸粘膜            圖1b.空腸毛細血管擴張         圖1c.空腸潰瘍並狹窄    

      

圖1d.回腸多發潰瘍             圖1e.回腸憩室             圖1g.小腸局部淋巴管擴張






